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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性”的一些看法 

张  洞  生    Email: zhangds12@hotmail.com  3/15/2010  

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 即现在的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前言】。人性太复杂了，没有人能够完全对此讲清楚说明白，因为人类的智慧可能永远也不能达到完全认

识人类本身。甚至任何一个个人的人性都不可能被完全彻底地为他人所了解。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对人性不

完整的认识中理解人性的某些重要的本质和规律。古人说：“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这里的人心可以理解

为人性。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脸面，这是共性，但是每个人的面貌又不一样，这是个性。有多少个人，就有

多少张不同的面孔。人性也一样，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食色，性也”。食色是人的共性，而喜恶什

么样的“食”和“色”,就是各人的个性，可以大不相同。每个人都有爱恨，但是每个人所产生的爱恨的缘

由、对象、程度都不相同。所以毛泽东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同样是“怒

发冲冠”，吴三桂是为红颜，岳飞是为要“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甚至一个人的“怒”也会因为缘

由、对象、时间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性质、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怒”。本文的重点在于 1*。将一个人

思想动机的“善恶”与其所达到对社会效果的利害程度联系起来看，将人性分解和区分为 8种独立的原始类

型。当动机与效果不一致时，和八卦图一样，由 8种原始类型可组合成 8×8 = 64种叠加型。2*。从人性的角

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阐明私有制和公有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合乎人性中不同的 2个主要方面的需

要的。只有合乎人性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制度才能存在和发展，而那些不合乎人性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经济

制度将会被历史淘汰。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人性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3*。提出了有关人性的几个规

律。[Academia Arena, 2010;2(6):1-9] (ISSN 1553-992X).  

【关键词】：人性；人性的 8种原始类型；人性和欲望的两重性；私有制和公有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符

合人性不同方面的需要；人性的一些规律；人性的 64种原型与中国古代 64卦极其类似； 

 

【一】。什么是人性？按照人的“善恶”

动机和其行为对社会的利害效果来看，可

将人性分解为 8种原始类型。人的个性与

共性。人的思想动机和行为效果是对立统

一的。 

《1》。人性就是人的本质属性，先天人性来自遗

传，后天人性是人在外界条件作用下结合先天人性

而形成的人的思想行为的相对稳定的习性。故而本

性，并非是一直停留在“人之初，性本善”的阶段，

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环境影响的。人性是从根本上决

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那些人类本性.，是人的先天

和后天环境和经历相结合而形成惯性的产物，通俗

的说，人性是人的思想行为（为人处事）达到了“习

惯成自然”的结果。欲望在人性中起着主导作用。

弗洛伊德：“正是为享受和快乐的欲望决定了个人

的生活目标。欲望从人的出生一开始就控制了人的

精神器官的活动”。每个人从一出生就有求生存和

求发展的欲望，这是先天就有的。至于每个人的这

种欲望后来如何发展，对自身的成败得失，对社会

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害还是有利，这是外因通过内因

而互相作用的结果。同样，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先

天的原始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和“占有欲、任

性、嫉妒、懒惰”等情感，通过成长的经历和环境

的影响，与内因相结合而形成某些较稳固的本性。 

 

所有人的七情六欲都是人性的一部分。所谓“江山

易改，本性难移”，这说明人性在外界环境的强烈

刺激下，是难以改变的，但不是不能改变的。正如

宇宙中任何事物都可以改变一样，人性也能改变，

也会渐变、质变和突变。比如，由于“醍醐灌顶”、

“茅塞顿开”所产生的人性改变就有可能是“突

变”。“突变”是一个不可逆过程。正如马克思所

说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

已。 

《2》。人性是“善”还是“恶”是一个很古老的话

题。人的先天的原始的本性本无“善恶”的问题。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作为是无所谓“善恶”的。“食

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就是说，

人喜好“食色”是人的本性，也无所谓是“善”还

是“恶”的，问题在于用何种手段获取“食色”，

手段是“义”还是“不义”，获取“食色”的过程

和结果是对他人和社会有“利”还是有“害”。因

此，当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其本性的驱使下为达

到目的，而采用“义”的手段，过程和结果又对他

人和社会有“利”时，这个人的人性就可以说是“善”

的。反之，如果一个人用“不义”的手段，而“危

害”他人和社会，那么，这个人的人性就可以说是

“恶”的。因此，对一个人“善恶”的判断就只能

根据其行为（包括手段）的社会效果来判断。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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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和“效果”是对立统一的，所谓“谋事在

人，成事在天”。“手段”和“效果”也同样是对立

统一的。就是说，有时候“正义的”手段，可能得

到“坏的”后果，而“不义的”手段却有时可能得

到“好的”结果。同时，任何“好的”结果，都会

有一些“坏的”副作用。任何“坏的”结果，都会

有一些“好的”副作用。正如”失败的”的结果，

总有一点“收益”。这就是“祸福相倚”、“得失相

随”的道理。“坏事” 之有可能变成“好事”，“好

事” 之有可能变成“坏事”，就是因为事物在变化

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外界环境不断地改变的刺

激、干扰、影响和作用后，事物本身和外界环境都

发生了意外变化的结果。 

《3》。人性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内禀属性。人们只

能从其已暴露的外在表现来判断人性的“好坏善

恶”，而无法窥透其内心的全部秘密和动机。但用

什么标准来判断人性却是个大问题。比如，各宗教

都有其教主和戒律可判断“好坏善恶”。当然也可

将某些先圣先贤作为标准。共产党是最擅长树立

“英雄、模范和样板”的。当然，还可以从人性的

不同方面提出另外的许多标准或者模型。 

    作者在本文中是要找出一些思想行为（即为人

处事）模式作为独立的原型，每个原型必须考虑在

“动机和效果”对立统一的条件下，一个人的思想

行为（即为人处事）模式“对己对人是利还是害”。

即根据 一个人在其所形成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支

配下，在实现其欲望、计划、方案的过程中，如何

对待自己、别人、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

他人、群体、外界的关系），采用何种手段，对他

人和社会是有“利”还是有“害”，将人“善恶”

的思想行为方式和其所达到的社会效果联系起来，

可将“评价人性的标准”分解为简单的 8种原型，

它们就像构成人性的 8种不同的细胞一样。每一种

原型只表明具有相同的性质，但其范围（大小、程

度、级别、层次）却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人的人性

（特性）就是组成其人性中的各个方面在这 8种原

型的特定范围内的综合体，或者说对立统一体。而

人性的共性就是所有人的人性中的各个方面在这 8

种原型都处在中间状态的相同的组合（集合）体，

正如各原型都处在高斯正态分布曲线的中间部分

一样，即中间地带。人性有多少方面，组合就有多

少种。所以每个人不同的个性就是其超出中间地带

的特性。而且每个人的个性在许多方面会随着时间

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可见人性是多么的复杂。所

以说，人的共性就是指绝大多数人所共有的正常

态。而一个人的某种（些）特性就表示该人在人性

的某（些）方面超出了了正常态的结果。 

在下面，为了简便，只讨论评判人性标准的 8

种原型，在这 8种原型中，假设一个人动机的

善恶和其行为效果的好坏（利损）是统一的。 

第 1种原型；利己=自利=自私（而不损人不利人），

这是每个人的正常欲望，是人的本性的最基本最本

能一方面，是人的进取心的动力，是推动人类社会

进步发展的一种动力。人的“为己利己”欲望是其

主要精神特征，即 “人性”的主要特征。为享受

和快乐, 每个人总是希望为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

费用作最少时间的工作，而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享受

生活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符合人的精神需要即

“人性”。欲望是人的精神动力，它刺激着每个人

为自己的生存、发展、享受和快乐幸福而行动.。人

作为一个个体、单身的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而有保护自己和要求多劳多得是人的本性的表现，

无可厚非。中国古代有位哲人杨朱，他曾说过一句

至理名言：“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人最基本有效

的利己思想行为是：注重安全健康、好好学习工作、

保持心态平和。 

第 2 种原型；利人（而不损己不利己）。爱人。乐

于助人。借花献佛。 这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长

期过程中形成的必须有的互助合作精神的体现。其

最高境界也许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只

有少数具有高度信仰和奉献精神的人才能作到。     

第 3种原型；损己（而不损人不利人）。少数人的

自暴自弃、破罐破摔、自残自杀等行为。人在失恋、

失意、失业、失败后，精神受打击而灰心丧气的结

果。忧郁症是其达到极点的结果。 

第 4种原型；损人（而不损己不利己）。往往是由

于嫉妒、仇恨所产生的使坏，报复，报仇等。这是

少数人的一种极端的情况。过去所谓的“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夺妻之恨”、“国恨家仇”等所产生的

强烈的报仇行为。但人不可能总能作到害人而自己

毫发无伤。欠债终究是要还的。 

第 5种原型；利己利人=互利。爱人如己。这是亲

情、爱情、友情等在人的生存发展中必不可少的重

要精神支柱，是人性中的中心和主体之一，是人的

善的本性的另一重要方面，在人类和社会的进步发

展中起着主导作用，是人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抵抗

外敌的友爱互助合作中的美好经历在思想感情里

的结晶。这种本性在人类还是动物时就储存在其

DNA 中。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提倡“利人利己”

的精神。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爱”精神、“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爱人如己”等，它之所以永远

地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和奉行，因为它是人性中的

主体和中心。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大力提倡“中庸

之道”，虽然两人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都主张，

人的性格修养也要注意平衡，不偏不激，刚柔相济，

不走极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其实质就是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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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特别是最富革新精神的新

教文化，推动“利他之心”（爱心，道德滥觞）与“利

己之心”（私 心，进取动力）的“两心调谐”的结合，

造就了一种有利于人类创造力循正道顺畅地发挥，

也是产生“人人平等和人权思想”的主要来源。总

体而言，“利人利己”成为积极向上的主流，从而

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起了主导作用。比如，在商

业领域，一个企业要赢得全球性的尊敬，在企业责

任、道德伦理、社会公益、造福公众等方面，都需

要作出表率。美国某些商业巨头能够突破国家限

制，被广泛地接受和推崇，就在于它们体现了一种

出于利己动机，但善于推己及人的公司文化。正如

福特公司的创始人老福特所提倡，伟大的企业不仅

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还应该让 身边的社会更加

美好。商业必须“流着道德的血液”。 

    在利己利人方面，重要的既要看到”利人/利

己”比值的大小，还要看到”利人×利己”积值的

大小，这些值也许可以作为评比一个人对社会贡献

的标准。 

第6种原型；损人利己。这是人的自私本性恶性膨

胀的结果。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进步，人们剩余的

物质和财富愈来愈多，外界的引诱使许多人的占有

欲和掠夺欲愈来愈膨胀，他们为了满足自己恶性欲

望的膨胀而用合法甚至非法的手段欺骗、占有、掠

夺别人和社会的财富，或者利诱霸占他人人身，而

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这就是犯过和犯罪的根源。

所以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大于欲得”。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人的智慧

和手段更是增多，所以人变得更巧于掠夺和骗取别

人和社会的财富。老子对人性恶的一面看的很透，

说：“智慧出，有大伪”。 

    人性中本来就有恶的一面，也许就是基督教所

说的“原恶”，即占有欲、懒惰、任性、嫉妒等。

所以帕斯卡( Blaise Pascal 1623-1662，法国哲学家)

曾说：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这是

人的欲望有两重性的根源。也许负积值（损人×利

己）可以作为评定一个人的恶的程度的标准之一。

而最小的无意的损人和小的无意的利己及其结合

也许就形成了“圣人之过”吧。 

第 7种原型；损己利人 = 利他主义。这是人性中

好的欲望发扬光大的结果，是少数人在后天的环境

中修炼而成的。这是圣贤、英雄豪杰、大智大仁大

勇者之所作所为。他们以利国利民、救国救民为己

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的人生中有一个为

终生奋斗的伟大目标。也许积值（损己×利人）可

以作为评定一个人的“善的”程度的标准之一。 

    与上面的一条相反，有时一些人的好的欲望

（愿望）对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坏的效果。这就是

动机和效果有时并不一致的的原因。因为动机是主

观的，而效果是客观的。客观世界有其自身的发展

规律，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人对客

观世界是难以有完整的认识和操控的。因此，当一

个人立志为社会作大事时，就应首先审时度势，要

顺潮流而动。所谓对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就是这个道理。 

第8种原型；损己损人。即“恶有恶报”的结果。

也有得失相当或者相差不多的情况，比如是杀敌

1000，自损800的结果。在战争中，用比值“损人

/损己”评估战役中的胜败得失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也有 “少损己而多损人” 以为自己谋利或打击报

复他人者。“多损己而少损人”往往能表示失败的

严重程度。损己×损人的总积值可表示一个人的为

害程度。 

结论：人性中的“自私自利（1类型）”和“利人利

己（5类型）”是人性中的2个主要部分和方面，是

推动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主动力。 

【二】。在一个人的思想动机和行动效果不一

致的情况下，作者在下面提出的判断人性的标

准可结合为 64 种排列方式，它们与八卦、64

卦的排列叠合方式是完全相同的。 

《1》。在上节的《3》段节中，是在假设一个人动

机的善恶和其行为效果的好坏（利损）是统一的条

件下，得出了人性的 8种独立的原型，并对各种原

型分别给以阐述。对一个人来说，其人性的两个重

要方面是：情感和理性。对成年人来说，其性格更

多是受思想行为方式所支配，而较少感情用事。或

者说，一个人在做较重要的事情时，是多为其理性

所支配的。因此，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实质，

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主要是有其性格中的理性

（思想行为方式）所决定，而较少由意外的、偶然

的、感情的因素所决定。 

《2》。一个人的人性（≈性格≈思想行为方式）、命

运与八卦的类比关系：有趣的是，如果在动机和效

果不统一的情况下，就可以将上面的 8种原型列为

第 A组，即列为动机组；另外用同样的 8种原型列

为 B组，即列为效果组。2组原型中各取 1个原型

排列叠加后，就可成为 8×8 = 64种（次）原型。现

在将 2组的各 8种原型列表如下： 

 
A-动机组：A 1利己;A2利人;A3损己; A4损人;A5利己利人;A6损人利己;A7损己利人;A8损己损人;  

B-效果组：B 1利己;B2-利人;B3-损己;B4-损人;B5-利己利人;B6-损人利己;B7损己利人; B8损己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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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上面 2组中的 8种原型是相同的，与八

卦的先天 8卦数相同。如果先从 A组中任取 1个原

型与 B 组中的任何一个原型相结合，可结合成 64

种排列模式，这与后天八卦的 64 卦排列模式也完

全一样，因为二者都是由 8个独立原始叠加后排列

而成。这不是巧合，是有内在关联的。这 64 种人

性原型的排列方式体现了人的所有基本的性格（为

人处事的态度）模式，也体现了性格的变更只有这

64 种模式。“性格决定命运”几乎已成了大多数人

的共识。因此，用八卦图以根据人的思想行为方式

（性格）推演其未来的命运的变更或许就有了较为

合理的依据。 

    从上面动机 A组的 8原型中取任何 1种动机，

在从动机到效果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内外因的相互

作用和变化的不同，可能得出效果 B组的 8种原型

中任何 1 个不同的效果。同样，也可以说，A 组 8

种各不相同的独立动机，每 1种皆有可能达到 B组

同一种性质的效果。至于在实践中能否达到（概

率）、如何达到、效果的大小如何，那是另一回事。

这是否就是中国古代先哲们用八卦图从人性和环

境的变化来推演人的命运的重要根据呢？比如，一

个人从 A1 利己的动机出发，根据实行过程中，内

外因的互相作用和变化，既可能达到 B1 利己的效

果，于是可组成 A1⇒B1模式。同样，一个人从 A1

利己的动机出发，因在实施过程中，有不同的内外

因的互相作用和变化，也可能达到其它的 7种不同

的效果中的任何一种效果，比如，A1⇒B2 或

A1⇒B3或 A1⇒B4，，，等。 

    在下面，举一组简便的例子加以说明和讨论。

以买六合彩为例：设第 1人化 3元买六合彩，中了

5元，此例为 A1B1型；第 2人化 3元买六合彩，

没有中，此例为 A1B3型；第 3人化 3元买六合彩，

中了头奖，500 万元，此例也为 A1B1 型；第 4 人

化 1000 元买六合彩，中了 50 元，此例也为 A1B3

型。 

结论：1*。第 1人和第 3人都属 A1B1型，同样的

动机，但效果却是有天壤之别。2*。第 2 人和第 4

人都属 A1B3型，动机的大小相差很大，但效果却

差不多。 3*。2件性质相同排列模式相同的事，如

果不在相同的等级和层次上，或数量级相差很大的

事情，是不可比拟的。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就是这个道理。4*。无论是用八卦或者用其它的理

性方法推演一个人的命运或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

件的始终是有重要的因果联系的，在实施过程中是

受重大的因素影响的。而那些日常的、众多的鸡毛

蒜皮的小事影响不了一个人的命运或其重大事件

的进程和因果关系。5*。大事小事是因人而异的。

一个亿万富豪化 100万要做的事是小事，一个中产

者花 100万要做的事可能就是有关前途和命运的大

事。而对于一个底层民众来说，100 万可能比他的

命还重要。6*。一个计划或者一件事在执行过程中，

动机和效果都可能会改变初衷，从原来的模式改变

成完全不同的另外模式是不足为怪的。比如，最初

的 A5B5型（利己利人⇒利己利人），中间通过一些

模式的转变，最后变成 A8B8型（损己损人⇒损己

损人）是完全可能的。这些转变也许有可能符合 64

卦图的转变规律。但作者仍然坚信“对事物的具体

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原则。而且，即使同样是“损

己损人”，“小损己大损人”和“ 大损己小损人”

是有巨大差别的。 

【三】。从人性角度认识公有制和私有制各自

符合人性中两个主要方面的需要的。 

 

《1》。自从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以来，许多人，

特别是社会底层民众，从仇富的心理出发，往往被

马克思的错误理论所误导，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

源，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实行公（国）有制，才

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才能

实现世界大同。然而，前苏联东欧式、中国的毛泽

东式、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式、现在的北朝鲜式等各

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失败强有力的证明：

消灭私有制和实行单一的公有（国）制只能给社会

和广大民众带来极大的灾乱，使社会退回到封建专

制的极权社会，广大民众沦为贫困的失去自由的奴

隶。 

    为什么单一的公有（国）制的社会主义会失

败？因为： 1*。当人们把自己所有的财产交给公

有或国有时，他就同时失去了生活和工作的自由和

能力，而只能任人摆布，而掌握大量“公共”财富

和资源的掌权者就可以作“利己”的分配、摆布和

奴役赤贫的广大民众。 2*。当一个人失去财富而

只能任人摆布时，他除了向上乞讨或者争夺更多一

点的自由、财产和权力之外，他没有本钱、自由、

能力去发挥自己的才智、理想、爱好和创造性，以

为社会作更多的贡献。而正是这些好的自由竞争欲

望所产生的创造力推进了社会、经济和文明的进

步。恩格斯说：“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

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这说明即使一些恶

的欲望也有可能推进社会的发展。这就是造成所有

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私有制后产生贫穷落后的根本

原因。由此可见，如果不从人性角度来认识公有制

和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只能互相矛盾。马克

思是从他的理论和自己的贫困生活环境出发，推论

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但是恩格斯从自由市场的历

史发展和现实社会的实践中看到了自由资本主义

的私有制具有极其强大的活力，是历史发展中的一

个必须经历而不可逾越的阶段。 3*。现在人类社

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个人的知识、技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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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观念等都已成为无形的私人财产，只要给予适

合的条件和环境相配合，就可以转化为物质财富，

而这些是无法公有的。这说明了财产或者生产资料

公有（国）制的本质缺陷。 

《2》。财产的私有制是合乎人性中的“个性自由”、

“自由竞争”、“自由发展”的需要的。所以自由资

本主义的私有制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主要

力量。所谓财产的“公有”，实际上只能由许多的

“个人所有”组合而成。一个没有“个人所有”的

“公有”是假“公有”，实际上是为这些个人之外

的少数别人所占有。正如一个团体是由其中的所有

个人所组成一样，如果没有组成该团体的所有个

人，该团体就是一个空头团体。但人性有“两面性”

或者说“两重性”，是“善”和“恶”同时并存。

就是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只不过每个人

具有不同的“善”“恶”内容和不同的善/恶比而已。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个人“善的发扬”和“恶

的膨胀”都需要有其适合的条件和环境。因此，一

个好的社会制度就应能制定出人性中所需的“善的

发扬”和限制“恶的膨胀”的社会条件、环境和各

种制度。所以说，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就应能同

时“反恶”和“扬善”，鼓励个人自由发展和创造，

同时反对个人懒惰纵欲和犯罪。 

    普世价值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是符

合人性中“个性自由发展”的需要的。所以由这些

价值所产生的各种制度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

逐步完善。而不合乎人性发展的制度会随着人性发

展而为历史所淘汰。 

《3》。那么，在现今的世界上，无论是“社会主义

国家”，还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各种欠

发达的或者落后国家，都存在着各种不公平正义

的、不合理的、国家欺负掠夺其它国家的、少数人

诈骗压迫剥削奴隶多数人等现象，其产生的根源在

那里？其根源在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尚未能限制

少数掌权者和富豪们坏欲望的“恶性膨胀”，他们

的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限制，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

权力欺诈、掠夺、压迫他人为自己蒙利，而得不到

必然的应有惩罚。美国发动的历次对外战争都是为

了军火、石油和金融集团的利益。美国 2008年发

生的大金融经济危机就是贪婪的华尔街和金融大

鳄们无限制的鲸吞和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的结果，

麦道夫（Medoff）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现在造成社

会尖锐的“贫富对立”、“官民对立”和“黑（社会）

民对立”就是贪腐的官员的绝对权力和国有企业高

管所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无法无天”地掠夺、

抢劫、出卖国家国民财产、资源和利益的结果，即

“坏的人性恶性膨胀”的结果， 

    当自由资本主义变成垄断资本主义时，当权力

被少数人或者个人操纵和垄断时，就会引起社会政

治经济的巨大危机和灾乱。因此，对“权力的垄断”

和对“财富的的垄断”才是每个国家的灾乱之源。

而“权力的垄断者”和“财富的的垄断者”又往往

是互相勾结和互相输送利益的，是排斥和反对自由

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机制的。所以每个国

家只有逐步建立有效地“反权力垄断” 和“反财

富垄断”的法制，才能保证其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

持续地发展，才能维持其社会的基本和谐和公正，

才可能使世界免除战争的威胁。就是说，只有把政

府官员的权力“关进笼子里”和把垄断资本肆意窃

取和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的权力也“关进笼子里”，

才是每个国家稳定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只有社会有较公正的法治和民主制度，才能有

效地使社会资源的分配趋向于大多数人。如果资源

向少数人集中，则社会肯定专制，不同的是有些社

会可能是“权力专制”，而有些社会可能是“资本专

制”，或者“权力专制” 和“资本专制” 同时并存并互

相勾结。而将“权力垄断”和“财富垄断”完全有

效地关进笼子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因为除

了法律制度外，还需各种外界的监督，还需社会有

很高的道德水平。 关键问题在于，法律几乎都是

由“权力垄断者”和“财富垄断者”操纵制定的，

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要使法律分他们的权力和

为广大的普通民众的利益服务，只有广大的普通民

众进过长期的历史斗争才能逐渐地得到。 

《4》。人性有友爱互助合作团结的美好的一面，即

利人利己的互利互爱的一面。这种本性在人类还是

动物时就储存在 DNA 中。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

展，社会分工愈细，这种好的本性就会愈发展。如

果人人要求自由竞争、自由发展是人性固有的个性

的话，那么，“友爱互助合作团结”就是人性中的

共性。因此，人性中的“自由发展”和“互助合作”

二者在人性中的共存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相辅

相成的。可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从

其财政收入、公有财产、公有资金和基金中提供全

体国民所需的愈来愈多的社会福利保障，即提供每

个国民生老病死、教育、住房、工作的基本保障。

这也是合乎人性的共性所需要的。因此，财产的“私

有制”和“公有制”都是合乎人性的需要的，是相

辅相成的矛盾统一体。问题在于，各个国家应该根

据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国情使二者有不同的内

容、比例和适当的配合。 

《5》。可见，人性一方面是要求人人有基本的平等

权利（互利），同时另一面又要求能自由发展（自

利）。事实上几乎人人都有梦想，都想创造奇迹，

都想追求个人幸福，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使每个人

能有创造奇迹的机会和环境。在社会经济和文明有

高度发展的现今世界，一个靠高压长久地剥夺个人

基本权利、压制多数人的个性发展要求、和让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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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拥有绝对权力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长久的维持

下去的。 

《6》。“两心调谐”（私心公心，利己利人）型心态

文化（价值观）结合“权力制衡”型社会政治制度，

造成一种十分有利于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正

道顺畅发挥的大环境。由此孕育、焕发的强大创新

和研发能力是保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是提升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四】。现今和未来社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

和“社会主义成分”都是合乎人性发展的需

要的，是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两条腿。 

 

《1》。发展资本主义是合乎人性中的个性自由发展

需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或根本命题，是“一

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性中的个性自由发展，

竞争性，独创性，自我表现性都是人性中个性的必

然表现和需要。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的竞争机

制符合人性的个性自由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是发

展中国家由农业国到工业化发展中必须经历的不

可跳过的历史阶段，是人性中自由竞争充分发挥的

阶段。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和中国越南等国

的转型的社会历史经验明确地证明，跨越资本主义

阶段而直接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是必

然会失败的，因为压制了个人的自由竞争，就无法

高速的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也就无法消除工农，城

乡和地区 3大差别，会成为一种崎形的落后的半死

不活的‘社会主义’的早产婴儿，其社会活动力的

效果竞争不过的资本主义，它们如果不转型，就只

能解体消亡。所以邓小平说：“不改革开放，就只

有死路一条”。因此，这些国家必须打破单一的社

会主义，重新回头填补发展‘资本主义’这个历史

阶段的空缺。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恶性膨胀的一面，它

导致人性的恶性膨胀。马克思说：“资本来到这个

世上，每个毛孔都滴着血”。人性都有两重性---奉献

和索取，善与恶。所以人性中既有发展个人才智的

冲动，又有占有欲、贪欲、自私、懒惰、嫉诟的恶

性膨胀的一面，同时又有合作互助互爱的一面。而

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平等同样是人性中

不可缺少的另一面，这同样也是人性中的互助合作

共存繁殖后代的共同需要所决定的。是人性中共性

所要求的。 

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愈发达，社会愈进步，人们的个

性自由发展的空间愈大，但社会的分工也就愈细。

这反过来又要求人们彼此之间的互助合作愈紧密。

所以，社会的发展进步必须使人们能同时发展自己

人性中的共性和个性。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都是人性发展所需求的一个铜板的两面，是相反相

成和相辅相成的。可见，资本主义在发展后走向社

会主义社会是符合人性的“个性”发展后要求“共

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现在发展中国家在发

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适当的发

展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减少贫富的对立，增加彼此

之间的互相依存和合作，使社会经济能在较稳定的

状态下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在现代的每一个国家

中，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对立的，不是谁

战胜谁的问题，而是二者如何互补才能保证社会经

济的持续稳定地发展。西方媒体现在炒作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势不两立是在为其幕后的垄断集团

谋取利益。 

    即使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发展

和克服能源危机、金融经济危机、道德危机和战争

危机等转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仍然需要“社会

主义成分经济”和“资本主义成分经济”同时发展，
[2] 
因为这符合人性的“自利”和“互利”需同时发

展的需要。 

《2》。社会文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的提高一定会符

合人性的发展，即人类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

地提高，必然会使得每个人所需的私产（生活物质

资料），知识和自由愈来愈多，个性自由发展愈来

愈大。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的由‘必然

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        

《3》。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到现代化的同时，

必然会使每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的生活物质和文化

教育水平逐步提高，使国家公有财产和社会福利不

断增高，即社会主义成分的增加，资本主义经济的

现代化就逐步产生了以普世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

政治现代化，即实行法制，人权，民主，平等，自

由，博爱等。这些普世价值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

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的政治现代化。经济和政治的

现代化又会促进了人性的个性和共性的共同发展，

使人性的发展趋向更加的完美，更多的真善美。反

过来，人性趋向更加的完美会激发个人在其事业中

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作更多的贡

献，从而推动社会各方面更好的进步发展。在过去

现在和未来社会里的这种良性循环，就是人类社会

政治经济和文明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的过程和历

史。 

《4》。普世价值包含着更多的是社会主义价值观，

即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这是专制独裁政权所

反对的，也是垄断资本主义集团所被迫或拒绝接受

的。现在极力反对普世价值的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

集团首脑和中国的权贵（垄断）资本主义集团首脑

及其代理人。因此，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就是一起

反对其本国和世界各国的垄断集团及其首脑。 

【五】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欲望的膨胀；

人的欲望和现实生活条件的差距（矛盾）是推

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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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欲望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揭露宇宙和

自然界的秘密，为了探求科学真理，总是刺激着许

多学者终生为发明和运用新科技而奋斗。其中，新

动力(能源)和动力装置的发明和利用为推动人类社

会的进步作了重大的贡献。正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动

力(形态)的质变最终决定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经

济形态的质的改变。[1][2] 这是人类“善的欲望”所产

生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但是，好人也会犯

错误，好心也可能办坏事，这是人不能正确认识和

运用客观规律和情况所造成的。 

    但是人类欲望本身就是双面刃，它也有坏的一

面，即“恶性膨胀”。一方面，人的某些“坏的欲望”

的“恶性膨胀”已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向坏的方面更

快的发展，它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人与人

之间的争权夺利，宗教种族间的冲突，自然环境的

污染和毁坏等等。同时，过度的个人自由导致了大

量的个人犯罪和纵欲、欺诈、惯窃、吸毒等。愈来

愈多的社会福利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

另一方面，人的某些“坏的欲望”的“恶性膨胀”

也可能对社会的发展进步起推动作用。恩格斯说：

“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

展的杠杆”。可见，人的一些恶劣的欲望还可能对

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好的效果。动机和效果之所以

能产生背离，是因为从动机到效果之间有一个实施

过程和距离，由于各种外界因素在此过程中的影响

和作用，造成了动机和效果的背离。 

《2》。正是人的“欲望”和“现实生活条件”这对

矛盾（差距）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主

要动力形态，从而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极

大地提高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使人类社会由

原始社会进步转变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并使现

今世界各国分别走向“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

本主义社会”，[1][2] 这就使人类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

欲望得到了很大的满足。然而，现实的生活条件与

人的欲望的差距又不可能被消除，甚至只要人类存

在就很难被缩短。反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

这种差距不断扩大，因为人类现实生活条件的改善

和提高远不及人类的欲望的膨胀来得快。但正是人

的“欲望”和“现实生活条件”这对矛盾和差距推

动着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和进步. 

    许多西方的学者曾经认定人们已经变为先进

科学技术的奴隶。我认为，,纵然有大量的现代社会

的人已经变为个人欲望“恶性膨胀”的奴隶，如权力、

金钱、毒品、赌博、性等等，但是科学技术永远是

人类力量和智慧的源泉，而且总是在超越阻力而推

动人类社会的前进。虽然人类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制

造出来了能毁灭人类的核武器，但人类文明的发

展，定会使人类不可能毁灭于自己制造出来的核武

器。人类总会在未来能够利用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为

自己服务，使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大大的提高，从而

使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

主义社会”。[2] 

《3》。自由资本主义一方面使人的个性发展和创造

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也使人类的欲望“恶性

膨胀”，已成为打开的潘朵拉魔盒，而难以被控制，

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时，必然会

造成不断的金融经济危机，而危害社会和广大民

众。特别是那些发达国家的某些政府首脑和垄断财

团的权、利、名欲望的恶性膨胀，对人类危害最大。

因此，只有通过广大民众持续不断的斗争，用公正

有效的法治和民主制度逐渐反对对“权力”和“金

钱”的垄断，将政府首脑的“权力”和垄断集团首

脑的“权力”都锁进笼子里，[2] 才是正途。 

《4》、简而言之, 西方文明的核心是重 “利” 轻 

“义”。而东方文明(中国文明)的核心是重 “义”轻 

“利”。[3]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生活物资已

相当充分，但还不能对社会财富和资源进行更公平

合理的分配。因此，只有一方面使社会有公正有效

的法治和民主制度，去除对权力和财产的垄断，同

时也使大多数人有正确的价值观，即使全社会的人

的价值观产生大的转变，从重 “利”轻 “义”转变为

重 “义”轻 “利”，使东西方文明的“义利”有效地

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大多数富者作到“无

骄”而 “有礼”，也就无法垄断而守法，使社会中的

贫弱者能过有尊严的生活，使社会中大多数中产者

有合适的发挥其智慧、才能、创造力的环境和机会。

也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会转变为更高级更文明的

社会，人性才能得到更完美的发展。这也许就是未

来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世界大同”吧. 
 
  【六】。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是铁律。

逐步建立有效的制度反对对“权力”和对“财

富”的垄断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1》。人性和人的欲望都有两重性，或者说，有两

面性。“性善”或“性恶”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

每个人都是善和恶的矛盾统一体，每个人的善/恶比

相差是很大的，其善恶的内容和分量也不一样。对

一个人来说，其善/恶比也不固定，会随环境和经历

的改变而会改变。人类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科学

技术、互助合作的发展进步是人性中善的发扬。个

人犯罪、损人利己、贪赃枉法、腐败堕落、发动战

争等是人性中“恶的欲望”的膨胀。所以老子说：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

得”。然而，可悲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科技文明的

发展，到现在为止，人类总的善恶比却在下降，即

善/恶的比值在减小。这就是悖论。为什么？因为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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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关系和环境变得更紧密复杂，但人的智慧和手段

更加增多，所以人变得更易于巧取豪夺地掠夺和骗

取别人和社会的财富。老子对人性的“恶”看的很

透，而深感悲观，主张：“绝圣弃智”。 

    一个人作好事做多了会上瘾。同样，一个人作

坏事做多了也会上瘾。这就人性的第一定律：惯性

定律。人做好事做得越多，劲头越大，越作越想作，

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医生均如是。人作坏事

也一样，从小偷（贪）到大偷（贪），恶习难改，

偷窃成癖，欺骗成性，赌博成瘾等，恶欲越来越大，

手段愈来愈多、劲头也愈来愈大，绝不会满足和难

以自律，看看那些被揭发出来的贪官污吏们，有谁

是已经满足了的呢？他们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

见棺材不落泪的。 

《2》。美国华尔街的大鳄们不同样贪婪成性吗？现

代高科技的互联网使华尔街的大鳄们坐在办公室

敲敲打打键盘就能诈骗到亿万财富。这符合是人性

的第二定律：加速定律。老子：“智慧出，有大伪”。

贪得越多，动力越大，诡计越多，无利不早起。人

生的过程是由一连串的循环或者震荡构成的。作善

事和作坏事有类似的规律，在一个人连连作好事

时，如果都适时地得到鼓励、奖赏或赞助，他就会

越作越好，越做越多越大，这就是人性对外界环境

的共振效应。相反，在一个人连连作好事时，如果

都适时地得到打击、奚落、失助，他就可能灰心不

干了，这就是阻尼效应。同样，如果一个人连连做

坏事没有得到外界给予的应有惩罚，而是一路禄

灯，他作坏事的欲望就会愈来愈高，胆子就会越来

越大，手段愈来愈多，对别人和社会的危害就会愈

来愈大。这就是人性的第三定律：共振定律，即一

个人的人性会受强大外力的刺激或干扰而可能会

有所改变，或产生倍加效应，或产生倍减效应。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有关中国反贪腐的以下简

单结论： 

第一；贪腐是人性中恶的一面，是在其有利条件下

（制度和环境）恶性膨胀的结果。任何制度，不管

是民主制度，还是独裁制度，都不可能完全杜绝欺

骗贪腐，而只能减少，并使其危害降低。有效的反

贪和监督制度可大大的减少贪腐，坏制度和坏环境

则助长贪腐。 

第二；中国的普遍严重的官员贪腐根源于“党大于

法”，而形成“权大于法”和“官员有权无责，百

姓有责无权”。绝对的权力造成了绝对的腐败是铁

律。简单的说，只有有效地分权和削权，才能建立

广泛有效地监督。而且只有上梁正了，下梁才难歪。 

第三；中国现在普遍的情况是：官员普遍严重的贪

腐、公检法基本腐烂、黑社会在各地猖獗，在这种

情况下，有效反贪的第一步只能学重庆的薄熙来一

样，在高层坚决反贪的领导下，从“打黑除恶反贪”

开始。反贪既要看到产生贪官污吏的环境和其发财

的源头，也要看到他们赃财的出处。现在，中国

(80~90)%贪腐都与房地产有关，90%以上的贪官都

包二（多）奶、情人、小蜜。N座房产是他们包养

N奶的必要条件。因此，1*。征收房地产税是暴露

贪官受贿的最有效的措施。2*。应该制定条例，重

赏揭发检举贪官的二（多）奶、情人、小蜜们，因

为她们除少数是共犯外，多数是受害者。重赏之下，

必有勇妇”。这可能是一条有效地反贪措施。由于

人的恶性欲望（贪欲）具有普遍性，我们不应把贪

欲作为腐败必然产生的根源，主要的是应找出让贪

欲得以恶性膨胀的制度性根源，这样才能制定出有

效地反对腐败的制度和环境。贪官们贪得越多，冲

破制度约束的欲望和能量也越大，办法也越多，对

社会和民众的危害也越大。靠道德和高薪养廉是无

法制止贪腐者的继续贪腐的。 

 

【七】。几点简单的结论： 
 
《1》。人性中的先天属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其中“自

私”和“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本性。“食色，性也”，

说明“食色”是人的最基本的欲望。人有欲望并不

是坏事。欲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动力

之一。甚至一些坏的欲望，比如贪欲、情欲、权力

欲等也可能会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善的动机”

不必然会得出“好的效果”，也有可能得出“坏的

效果”，因为动机和效果是对立统一的。当然，许

多人通过后天的修炼和耳濡目染的熏陶，可能变得

“大公无私”、“损己利人”的超脱，这是人的后天修

炼成的属性。 

《2》。大多数人具有“利己利人”的本性，这是人

性的主体和中心的重要的一面，是亲情、爱情、友

情等是在人的生存发展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精神支

柱，是人的本性的另一重要的方面，是人在长期的

生产活动和抵抗外敌的友爱互助合作中的美好经

历在思想感情里的结晶。这种本性在人类还是动物

时就储存在其 DNA 中，并随着人类社会和文明的

进步发展而逐渐进步。 

《3》、人的性情和欲望有“善”和“恶”的两重性。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善与恶之间， 有一个绝

大多数人所共有的小善小恶、不善不恶、善中无大

恶的中性地带，即正态曲线的中间部分，那就是人

的共性，即所谓人之常情。而能够明显地显示出的

“善”和“恶”的特性则是处在中性地带的两边外

侧，或者说处在正态曲线的两端。所以，一个人的

“好坏”、“美丑”、“善恶”、“爱恨”、“哀乐”等等

矛盾都统一在其相对应的“中间体”，或者说“中

间地带”的两端上。比如说，一个人不能时时事事

都在为“善”或者为“恶”，他在大多数的时间和

地点是处在既“不为善”也“不为恶”或者“小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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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恶”的中间状态。 

《4》。 “自私”和“利己利人”是人性中相辅相

成的两个基本面，两方面合起来形成了“人之常

情”，构成人性的主体和中心，促进了社会经济文

明的发展进步。反过来，社会经济文明的发展进步

又促进了人性在这 2方面的协调地进步发展。这种

良性循环促使人性和社会文明向真、善、美的方向

不断提升。 

《5》。因此，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是符

合人性中的自私自利、个性发展、自由发展等方面

的需要的。而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公正人权民主

等具有普世价值的法治民主制度是合乎人性中的

互助合作、平等互利等方面的需要的，即合乎人性

中“利己利人”的“共性”所需要的。因此，只有

从人性的多方面的同时同样的需要来看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法治民主等制度，就可清楚地了解这些

制度的进步发展与人性的进步发展是一致的，是合

乎人性的进步发展的方向的，而那些不合乎人性进

步发展的制度，必然会由于社会文明和人性的进步

发展而必定被历史所淘汰，因为这样的制度为大多

数人所厌恶，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人性”。所以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性的发展进步是一致的。

所以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

断改变而已”。 

《6》。实际上，从人类开始有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的

奴隶社会开始，人与人间的斗争就是“争权”与“分

权”、“争财”与“分财”的斗争，经过 3000年的

斗争，到今天尚未有结果，斗争还在继续。这就是

人类社会的全部真实历史。 

在阻碍社会发展和人性发展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是

来自对“权力的垄断”和对“财富的垄断”，这是

人性中恶的方面“恶性膨胀”的结果。人类社会发

展的今天，在不同的国家，还有严重尖锐的“阶级

对立”、“官民对立”、“贫富对立”和国家间的战争，

都是由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制度打破对“权力的垄

断”和对“财富的垄断”的结果。因此，反对本国

和外国的这2种垄断是各国广大民众的共同责任。

如果未来的世界各国，都无“权力垄断”和“ 财

富垄断”的个人、家族和集团，人人都可以在平等

的基础上自由发展，又可以得到公平的财富分配，

人性就会发展到更加完美，这种社会也许就接近于

“大同世界”和“和谐世界”了，即未来的“社会

主义社会”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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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public 
ownership of property、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are all accordant with the different needs of human 
nature; and tha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is accordant with the change of human 
nature.   3*. To advance some lows of human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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