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疑袁 我们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

伦理文化转型过程中遥 工业文明的伦理文化是以

野现代性冶道德为宗旨袁彰显人的主体性尧价值和尊

严袁包含个人主义尧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等基本要

素的伦理文化体系遥 但这种伦理文化过于注重人

类的自我中心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袁 将自然置

于从属的尧手段的或工具性的地位袁以致于使野豁
出耶生存爷搞耶发展爷冶[1]的现代人类陷入全球性生态

危机的深渊遥 而面对日益加重的生态危机袁始于伦

理拓展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袁
力图超越野现代性冶道德的伦理话语体系袁为促进

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袁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契机和实践指向遥 但是袁 生态文明是一项系统工

程袁是一个不断冲破工业文明的经济主义桎梏尧理

论枷锁和实践阻力袁走向人尧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生态文化袁 需要生态伦理思想发挥启蒙现代人

的思想引领作用尧 社会规范能力和改变现实社会

生活的实践智慧袁 推动社会进步与和谐社会的建

构遥 目前袁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

果袁提高了现代人的生态学意识袁却无法解决理想

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袁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袁
难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之间的两

难处境遥 走出这一处境袁不仅需要理论的突破袁更
需要思想的解放袁 想象一种不同于现实的意识形

态逻辑之外的乌托邦袁即生态乌托邦袁反思和批判

野资本的逻辑冶支配下的经济主义尧消费主义的意

识形态属性袁 践行一种自愿简单的生态生活和幸

福追求袁 激发现代人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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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实践的内在力量遥

一尧生态伦理思想的野两难处境冶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袁构建尊重自然尧生态安全

的和谐社会袁 需要确立以人与自然道德关系为前

提的生态伦理作为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袁 使人类

社会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有了可靠的保障遥 生态

伦理思想旨在改变现代伦理生活中人与自然尧人
与人的疏离袁 重建以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为基础

的社会生活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和谐袁找到人

类真实的需要与合理的追求遥 因而袁生态伦理并不

是外在于现代社会生活袁 也不意味着放弃人类基

本正当的欲求和满足袁 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使这

种满足达到合理袁 也就是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生

态破坏的代价袁保护和维持生态平衡袁在生态平衡

中寻求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遥 野在此意义上说袁一种

健全的生态伦理本身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之道的

重要内涵袁而非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外在限制遥 冶[2]

因此袁 研究生态伦理也是现代人类道德文化建设

本身的要求遥
但是袁理想虽然美好袁遇到现实袁就会存在似

乎难以克服的矛盾遥 解决问题的出路袁除了寻找对

立两极之间的张力与平衡点袁 也需要分清主要矛

盾和次要矛盾袁站在更高的视野袁探讨更为重要甚

至是根本的问题遥 对于生态伦理思想的产生和发

展遇到的诸多理论难题和实践困境袁 同样也可以

遵循这一解决问题的思路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尧
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遥 在生态保护的理念牵

涉到具体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生活中袁 生态伦理如

何面对现代道德价值观的拷问袁 决定了不同的理

论走向和实践探索的整合之路遥 在现代社会把人

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依据的人类中

心主义支配下袁 生态伦理的道德理念显得极为不

合时宜袁它的道德理由也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遥 一

种似乎能够被人们所接受的解释方式是袁 既然出

现了生态环境危机袁 生态伦理可镶嵌在人类中心

主义的框架之内袁必须以社会伦理为归依袁是现代

社会伦理范围的拓展而已袁 并不意味着什么伦理

学革命或道德革命遥 这种解释有其一定的道德合

理性袁毕竟任何伦理的思考都会关涉到人的问题袁
更何况在野人是目的冶的现代伦理话语体系中袁生
态伦理思想保护自然环境尧 维护生态平衡也必须

落实到人的行为中袁 最终必须归结为社会内部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遥 野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如果

成立袁那只能是耶人通过自然而建立的人际道德爷袁
其终极目的还是对人的关怀遥 冶[3]墨迪尧帕斯莫尔尧
麦克洛斯基等持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人认为袁
现实世界基于人类利益的考虑而保护自然环境的

行为也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的证

明遥 然而袁尽管这种解释并不完全错误袁却忽略了

一个致命的野现代性的后果冶渊吉登斯语冤袁即生态

危机袁成了高悬在现代人类头顶上的一把野达摩克

里斯之剑冶袁使人们时时处在危机的漩涡中而无法

逃避遥 直面生态危机的道德反思袁生态伦理是出于

生态良知的道德自觉袁 反思现代文明的道德合理

性及其限度袁 确立敬畏生命尧 尊重自然的生态文

化遥
鉴于此袁与现实的伦理路径不同袁基于人与自

然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应对生态危机袁 持一种更

为整体论的观点和看法袁 因为这种伦理建构并不

是附着在人类中心主义框架之内要要要现代社会伦

理之学科范围的简单延伸袁而是内涵的拓展遥 为了

突出生态价值的存在论意义和现时代的价值袁生
态伦理的理论建构和道德实践袁急需突破尧扩展机

械论自然观尧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伦理思想袁
进入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和思想视野遥 对此袁生态

伦理的整体论突破以人的野权利冶概念为核心展开

理论论述的个体主义路向袁 不以是否满足人类的

利益为标准袁而是通过对野价值冶概念的重新界定袁
确立了自然的野内在价值冶范畴袁以此来达到对道

德边界的拓展和道德内涵的提升袁 使包括人在内

的生态系统更为丰富和多样化遥 利奥波德的大地

伦理学尧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尧奈斯的深层生态

学等等生态伦理学的整体论进路袁 虽然它们在关

注的主题尧 具体的伦理规范和原则上存在某些差

异袁但其共同的特点是以整体性思想为根基袁用现

代生态学的整体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理解人与自

然的关系遥
出于对自然的保护袁 生态伦理的整体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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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现代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思维方

式给予了有力的批驳袁 提出了人与自然同处于生

态系统的崭新理念袁 以整体性思维方式来看待人

与自然的关系袁有其自身的道德合理性遥 但是袁这
种富有伦理变革意味的生态伦理思想却被视为自

然中心主义袁从野人是目的冶的现代伦理话语体系

来看袁野完全抛开人类生存利益的尺度袁把保持自然

生态系统的耶完整尧稳定和美丽爷作为人类行为的终

极目的和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冶[4]袁这脱

离了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社会实践本性遥
可见袁以伦理的方式对待自然袁关注人类整体

利益和福祉的生态伦理思想袁 却被分割成人类中

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两难选择的处境遥 遵从

现实的逻辑袁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圭臬袁却违背保护

自然的生态良知袁遮蔽了野现代性的后果冶遥 面对生

态危机袁 建构整体论进路的生态伦理却被指责为

自然或生态的内在价值而牺牲人类个体利益和幸

福的野环境法西斯主义冶遥 造成生态伦理研究的野两
难处境冶袁存在诸多因素袁其中被人们常常忽视的

一个问题就是宰制全球性价值观的野现代性冶道德

所包含的意识形态话语遥 学术界往往把生态危机

的价值观根源追溯到人类中心主义袁 错把人类中

心主义当成现代伦理的全部问题所在袁 却没有直

面现代的道德价值观袁尚未真正触及野现代性冶道
德的核心问题遥 正是由于与野现代性冶道德问题尚

未形成直接的尧内在的关联袁却集中于人类中心主

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之争这一似乎 野很可能是一个

伪问题冶[5]袁在保护自然的理论论争中僵持不下袁难
以形成生态伦理研究的整体效应袁 也就无法对保

护自然的实践起到理论支撑的作用遥
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初衷并不是针对理论问

题而展开的思辨探讨与形上建构袁 而是基于威胁

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所进行的

道德考量袁那么袁它所探讨的最终结果必须能够诉

诸于道德实践袁 在保护自然中体现出现代人所特

有的人文意蕴与终极关怀袁 才具有对现代社会生

活进行改变的实质性价值遥 正是从这一角度看袁生
态伦理思想是野一种新的道德启蒙冶尧野一场哲学观

念的革命冶袁抑或野一次伦理学的变革冶遥 隶属于应

用伦理学袁 生态伦理思想首先秉承的就是直面现

实社会袁反思和批判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袁尤其

是受西方野现代性冶道德价值观宰制性的意识形态

话语袁形成更为合理尧更有道德价值的伦理观念及

其相应的生活方式遥 因此袁生态伦理思想的最终目

的绝不会囿于无法解开的野主义之争冶式的理论难

题袁而是落脚在实质性的社会变革中袁通过人类保

护自然的道德实践袁 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

的历史转型袁 促进人顺应自然的社会和谐与幸福

生活遥

二尧走出野现代性冶道德的
意识形态话语

诚然袁 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两种

伦理路径都有其自身的道德合理性袁 无论是出于

实践的本性袁 对人类自身利益进行道德辩护的人

类中心主义袁还是着眼于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袁道
德考量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自然中心主义袁 在某

种意义上都体现了生态伦理思想的两个不可或缺

的真实维度遥 但是袁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

义的无谓的伦理论争却没有太多的实质意义袁影
响了对生态危机根源的现代性思索遥 根本上说袁造
成生态伦理的野两难处境冶袁不完全在于两种伦理

路径的理论差异袁而源于野现代性冶道德思维模式

的固化和意识形态的话语使然袁 使生态伦理难以

走向超越和整合之路遥
那么袁野现代性冶道德如何使生态伦理陷入野两

难处境冶钥 这首先要从野现代性冶道德谈起遥 究竟什

么是野现代性冶道德钥 尽管目前关于野现代性冶道德

概念的理解众说纷纭袁存在诸多歧义袁但从道德价

值观视角分析仍然有迹可循遥 一般而言袁野现代性冶
道德可以用来指代区别于传统伦理文化的时间性

范畴袁是从 16 世纪文艺复兴尧宗教改革开始袁经过

启蒙运动发展到今天这个历史阶段袁 体现为工业

主义尧市场经济尧民主法制尧公民社会等制度体系袁
内在地包含着某种程度的普世性道德价值观袁诸
如科学尧理性尧自由尧平等尧正义等文化价值袁表征

着道德文化理想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的深刻变

革和转型遥
应该说袁野现代性冶 道德首先作为一种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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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神袁打破了由精英阶层统治尧把控和传播的

文化壁垒和思想控制袁 使市民阶层的世俗观念逐

渐生成和自由民主观念普遍提升袁 这是完全合乎

历史逻辑的遥 野现代性冶道德以启蒙自居袁用理智战

胜迷信袁用科学的理性之光战胜黑暗的蒙昧时代袁
使人类文明摆脱野蛮的野不成熟状态冶袁进入到野有
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冶 的野成熟状态冶渊康德语冤遥
因此袁野现代性冶道德以野进步冶尧野解放冶作为自己的

标语袁宣告了宗法伦理等级制度的终结袁人类主宰

自己命运和支配世界的历史时代的开始遥 全球化

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如火如荼地展

开似乎也验证了野现代性冶道德的社会效应和伦理

意义遥 但是袁它所伴随的野现代性的后果冶却是令人

难以控制的风险遥 其中一个重要甚至也是最根本

的问题就是生态风险袁它威胁人类自身生存袁并使

人类社会的发展难以持续遥 正如吉登斯所言院野生
态灾难的厄运虽不如严重军事冲突那么近袁 但是

它可能造成的后果同样让人不寒而栗遥 各种长远

而严重的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已经发生了袁 其中

可能包括那些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意识到的现

象遥 冶[6]造成这一野现代性后果冶的原因并不在于野现
代性冶道德本身所具有的普世价值袁而在于野现代

性冶道德的意识形态话语颠覆了传统伦理价值袁使
自然主义的价值秩序遭到废黜袁 而把生活的价值

理想和人生意义都诉诸于效用和功利的占有袁并
以此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最终力量遥

人类中心主义就是野现代性冶道德的意识形态

塑造的结果袁 尽管它内在地包含着人道主义伦理

精神袁沿袭了人类的价值和尊严的普世伦理价值袁
却由于意识形态的蛊惑袁 忽视了人类文化的超越

性袁过分夸大了人对自身利益及其最大化的追求遥
对于生态危机袁 人类中心主义进入到生态伦理思

想的讨论中袁注重保护环境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袁
但其核心思想依然是沿袭野现代性冶道德的意识形

态话语袁把人类自身的利益作为世界秩序中野人类

实践选择的唯一的尧终极的价值尺度冶[7]遥 与人类中

心主义针锋相对的是野自然中心主义冶袁抛开人类

利益的尺度袁 遵循生态自然规律来寻求生态系统

的平衡和完整遥 其实袁严格说来袁应该并不存在所

谓的野自然中心主义冶袁因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

界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袁 无论是古希腊的万物有灵

的野自然冶尧中世纪基督教中人与自然同根同源的

上帝观袁抑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野天人合一冶的
自然观袁无不体现出人与自然的整体有机论遥 生态

伦理的整体有机论基于现代生态学的科学理论袁更
能够清晰地揭示出人类看待自然的整体性视角袁建
立了一种生态的尧进化的尧整体的自然价值观念遥

因而袁从这一意义上看袁野自然中心主义冶概念

这一说法并不合理遥 但在现代伦理话语中袁关于生

态伦理研究却存在着与 野人类中心主义冶 对立的

野自然中心主义冶遥 如果确实存在野自然中心主义冶
这一概念袁那也是野现代性冶道德的意识形态话语

虚构出来的观念袁 使原本具有整体有机论意味的

生态伦理思想分裂为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

义截然对立袁失去了保护自然的道德合理性根据袁
无法发挥生态文明的启蒙作用遥 而且袁表面上看袁
自然中心主义以野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冶为前提袁
与人类中心主义在思想观点上针锋相对袁 但在思

维逻辑上袁却与产生人类中心主义之野现代性冶道
德的意识形态话语同出一辙袁野同样落入价值秩序

的颠覆这一耶家族相似爷范畴冶[8]遥 因为野现代性冶道
德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确立就是以对传统伦理文化

的野价值的颠覆冶渊舍勒语冤建构出宏大的现实社会

工程遥 从这一观点分析袁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与自

然中心主义的对立袁 并不完全出自生态伦理思想

本身袁更多的是野现代性冶道德的意识形态话语使

然遥 目前袁在全球化的野现代性冶背景下袁特别是受

制于野现代性冶道德之意识形态话语中袁野西方话语

解释中的一种权力象征或权威结构冶 依然主宰着

生态伦理思想的运行轨迹袁 使生态伦理思想的研

究和发展陷入野两难处境冶遥 但是袁人类社会历史并

不能终结于野现代性冶的意识形态话语袁而是在不

断发展和进步袁 文明也在逐步完善中遥 吉登斯的

野现代性的后果冶尧 查尔斯窑泰勒的 野现代性之隐

忧冶袁等等袁无不反衬出野现代性冶道德之意识形态

话语的限度袁也为开启超越野现代性冶道德指明了

历史的方向和道路遥 从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来看袁
人类文明的走向正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

型过程中袁生态伦理作为野一种新的道德启蒙冶渊雷
毅语冤袁承担起保护自然尧关注生命尧尊重人文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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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责任袁 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一个恰当的道德根

据遥 走出野现代性冶道德之意识形态话语的制约袁是
生态伦理研究打破野两难选择冶的理论困境袁为保

护自然的道德实践提供一个必要的思想路径遥

三尧生态乌托邦视野下的
生态伦理建构

无疑袁生态文明把人与自然尧人与人尧人与社

会三者的和谐共生作为基本宗旨袁 是人类历史发

展和社会进步的前进方向遥 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

基本的事实是袁从现代社会生活而言袁工业文明的

野现代性冶道德价值观及其意识形态依然起到支配

性作用袁而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袁
尽管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袁 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

战略目标袁 却有待生态伦理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

成熟袁逐步提高对社会大众的生态意识的启蒙袁并
把生态美德的伦理理念深入到实际的生活实践

中袁野推动社会的生产方式尧 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的变革袁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力量冶[9]遥 目前的

生态伦理研究处于野现代性冶道德的意识形态话语

中袁 陷入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两难困

境袁 无法从理论讨论的超越和整合走向道德实践

的幸福之路遥 走出这一伦理困境袁需要激发生态伦

理的乌托邦思想潜力袁 揭示其生态伦理观中的乌

托邦特性及其积极意义袁 为生态伦理的超越与整

合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袁 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

的启蒙作用遥
与维护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不同袁 乌托邦观

念必须与现实世界占主流的具有宰制性的道德价

值观之间保有某种内在的张力袁 开启一种未来广

阔的可能性空间袁 才能对现实社会起到一定的批

判能力袁 彰显自身理论的完整和道德设计的独立

性尧自主性遥 卡西尔指出院野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就在

于袁 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反对对当前现实事

态的消极默认冶[10]遥 对于生态伦理而言袁局限于野现
代性冶道德的意识形态话语中袁必然受制于人与自

然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袁陷入两难处境中遥 相反袁
通过超越现实逻辑的乌托邦视角袁 展现生态伦理

两种路径整合的必要和可能遥 生态伦理思想将道

德对象从人与社会的领域拓展到生命和自然界袁
野对其他非人类存在形式进行道德关怀渊moral
considerability冤的道德诉求袁从多维视角分析耶生态

主义爷基本主张和内容袁揭示其生态伦理观中的乌

托邦特性及其积极意义冶[11]遥 生态伦理是基于对现

实社会生活的伦理思考袁将生态理想的理论进路尧
意义境域和实践指向扩展到极致袁 以彰显生态美

德的幸福意蕴袁既关注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袁也透

显出超越现实社会的乌托邦憧憬遥
尽管生态伦理具有乌托邦特性袁 但由于乌托

邦思想本身也在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袁
面对不同的社会主题袁 产生不同的乌托邦思想形

态遥 总的来说袁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下袁无论柏拉图

的古典乌托邦还是莫尔尧 培根的现代乌托邦都是

基于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所建构的理性乌托邦袁极
尽所能地突出神或人的中心地位袁 确定了人与自

然之间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势袁 却遗留了人与自然

之间的整体关系处在野耶现代性爷道德的价值观盲

点冶渊万俊人语冤遥 理性乌托邦的特点是突出人的理

性及其主体性的伦理建构袁 尤其是近现代西方理

性主义传统袁彰显人的价值和尊严袁强调人的科技

理性作用袁如培根的科技乌托邦袁表达了野知识就

是力量冶的现代性信念遥 正如所有乌托邦寻求神圣

与世俗尧手段与目的等之间的张力袁培根的现代理

性乌托邦也同样清楚地看到了现代事业的自身局

限性袁发现了现代性的发展限度袁包含了与意识形

态制衡的内在因素遥
在生态危机的时代压力下袁 迫使现代人反思

自身的伦理文化袁 乌托邦思想也从理性乌托邦逐

步拓展到生态乌托邦袁 为生态伦理的超越与整合

提供了必要的路径遥 布洛赫提出的野人是来自自然

的乌托邦生物冶的哲学人类学思想袁指出人不应该

束缚在理性乌托邦的主观主义中袁 而需要借助生

命的情绪要情感向度袁 跳出主观主义思维的逻辑

野魔圈冶袁 才能走向人与自然之间主客两极的不可

分割的交互作用的自然乌托邦遥 哈维以生态人类

学为根据袁使人类回到野生命之网冶这个境域之中袁
表达和探索一种社会生态的辩证乌托邦理想遥 随

着生态学的发展及其对人的野生态位冶研究袁需要

人类明确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野位置冶袁倡导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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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物物种野生态位冶的视野袁考量生物生存所必

需的生境最小阈值袁以此来反思和探究人的野生态

位冶遥 在此基础上袁乌托邦思想由理性乌托邦转向

生态乌托邦袁基于对生态和谐尧生态理念的理想世

界的渴望袁以其生态智慧袁寻找高层次上的野生态

位冶袁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及其可持续发展遥 生态

乌托邦主义者卡伦巴赫集中于对现代人类社会发

展不断恶化的生态危机给予深刻的思考袁 对生态

社会的未来前景进行深入的探索袁 表达了一种尊

重自然尧生态宗教和内心的虔诚遥
由乌托邦思想的内在演变来看袁 生态乌托邦

的产生并不是空穴来风袁 而是对现代社会的反思

和未来社会的展望所做出的整体建构遥 针对现代

性的意识形态使人疏离自然的同时袁也疏离社会尧
他人与自身袁因而使乌托邦转向生态袁建构人类社

会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乌托邦或绿色乌托邦遥 从新

的参照坐标系出发袁 生态伦理能够突破现代性的

意识形态束缚袁 在生态乌托邦的语境中找到自身

的道德合法性根据袁 使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

主义的争论尧 冲突和对立不再具有特别重要的实

质意义袁 而是以价值整合的方式成为人类社会与

自然和谐的生态乌托邦的内在精神动力遥
在生态乌托邦的视野下袁 生态伦理既不是人

类中心主义袁也不是自然中心主义袁尽管都包含着

它们各自理论的核心因素袁却不是以野对立冶的僵

化思维模式袁 而是以相互联结的整体而存在遥 首

先袁生态伦理思想本身就是整体的遥 虽然人类中心

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争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

义袁但由于野现代性冶道德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制约袁
无法体现出生态伦理的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遥 在

生态乌托邦的视野下袁借助于野作为方法或未来的

用途冶渊詹姆逊语冤袁生态伦理思想从野现代性冶道德

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剥离出来袁由野两难选择冶的思想

主题切换到直面尧 批判和反思现代主流价值观袁为
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提供了理论契机遥

其次袁 传统伦理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整合资

源遥 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具有自身的道德合理性袁也
具有历史的合法性遥 其一袁在人类历史上袁各种传

统伦理文化包含丰富的 野生态伦理思想资源冶渊何
怀宏语冤遥 后现代主义虽然并不属于一个历史时

期袁但对野现代性冶道德的意识形态话语给予了深

刻的反思和批判袁 特别是提出人类要要要社会要要要
自然的有机整体的自然观袁 凸显了人类与自然界

的内在联结的互动性和协同性袁 为生态伦理思想

的道德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根据遥 其二袁不论

是传统伦理文化包含的生态伦理思想资源袁 还是

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袁 如果没有生态乌托邦

作为理论支撑袁无法走出野现代性冶道德的意识形

态话语体系袁 难以起到转化为生态伦理思想的整

合作用遥
再次袁从生态伦理到生态文明遥 解决生态伦理

思想的诸多理论难题和实践困境袁 必须置于从工

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转型中展开袁 才能凸

显出生态乌托邦的伦理内涵尧 思想价值和历史意

义遥 以生态文明为历史发展目标袁生态伦理思想就

不能依附于野现代性冶道德的意识形态话语袁而应

该具有生态乌托邦的超越性价值与整体性构想袁
更新道德观念袁推动社会变革袁完善社会生活袁充
分发挥生态文明的启蒙作用遥 在这一历史前提下袁
生态伦理思想不能化约为现代社会伦理的简单延

续袁而是超越野现代性冶道德而形成的野根本意义

上冶渊罗尔斯顿语冤的生态伦理袁具有伦理变革意味

的思想启蒙遥 野如果人们所谈论的的确是一种生态

伦理袁 那么就应当是着眼于我们这个地球上整个

生态系统所包含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伦理关系袁
而要使得它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成为可能袁 它们相

互之间就必须是基于价值平等而展开的袁因之袁其
中的任何一个生命子系统要要要更不用说生命个

体!冶[5]在这一意义上说袁生态伦理不存在所谓的野人
类中心主义冶与野自然中心主义冶之争袁而是充满生

态良知和人文意蕴为一体的新的伦理范式遥
诚然袁生态乌托邦视野下的生态伦理建构袁以

价值整合的方式袁走出野现代性冶道德的意识形态

话语袁 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

的历史变革遥 但要真正实现生态文明袁形成人类顺

应自然的社会发展理念袁 必须依靠人类的实践活

动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袁才是人类社会共同生存

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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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es Ecological Ethics Need Ecotopia

ZHANG Peng-so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not on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ecific forms of politics and economies, but also requires the change of ethics as the enlightenment of ideas and
cultur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thics is to assum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is trans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play the role of enlightenment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ecological ethics often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 natural centralism and anthropocentrism. An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it does not face the modern
moral values and has not really touched the core issue of 野modernity冶 morality. It is precisely the ideological logic of the
野modernity冶 morality that splits the ecological ethics thought which originally had the overall organic meaning into
diametrically opposed natural centralism and anthropocentrism, and loses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the moral rationality and
moral practice to protect the nature.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civilization, the ecological ethics research requires a utopian
perspective. We should, under the guidance of ecological utopian thinking, get out of the ideological trap of 野modernity冶
morality, move towards the ecological ethics of transcendence and integration, and to a certain degree, give full play to the
enlightenment value, ideological motivation and practical power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ethic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野modernity冶 morality; ideology; ecot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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