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子的“和諧”思想 
 

張東寶 

 

 

一 
 

德國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人的歷史》中

寫道：“以公元前 500 年為中心——從公元前 800 年

到公元前 200 年──人類的精神基礎同時地或獨立地

在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臘開始奠定。而

且直到今天人類仍然附着在這種基礎上。” 

“讓我們把這個時期稱之為‘軸心的時代’。在

這一時期充滿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國誕生了孔子和

老子，中國哲學的各種派別興起，這是墨子、莊子、

列子和諸子百家。” 

“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

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

期，並被它重燃火焰。” 

從 16 世紀開始，隨着東學西漸，《道德經》風靡

西歐。歐洲哲學重鎮德國的萊布尼茲、康德、黑格爾、

尼采等哲學名家都十分看重老子，把老子的哲學看成

是“一個宇宙 高的奧秘”，把老子的“道”視為推

進人類思維的源泉。十幾年前美國《紐約時報》評選

全人類古往今來十位 重要的作家時，老子被譽為文

化“軸心時代” 具思想創造性的中國哲學家、思想

家，居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被譽為“中國和世界的

第一哲人”(《道德經》在世界翻譯出版的數量已經超

過《聖經》，躍居第一位)。他在中國和世界思想史、

文化史、宗教史等方面都有着巨大影響。老子開創了

哲學本體論，是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老子創

立的道德文化對老子以後的諸子百家產生了深刻的影

響，他是公認的“百家之祖”，乃中國古代文化的奠

基人。《道德經》是老子思想的精髓，內容涉及哲學、

文學、美學、醫學、軍事學、社會學、倫理學、天文

學、養生學，被譽為“萬經之王”、“百科全書”。 

在中華文化形成和創建的過程中，老子思想也對

孔子以及其他先秦諸子的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

而與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學說互相補充，共同奠定

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成為中國文化及其哲學的淵

源和主流，造就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對中華民族的生

存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近代以來，老子思想在

世界上獲得了廣泛的傳播，開始真正成為人類的共同

精神財富。西方的羅素、海德格爾、托爾斯泰、雅斯

貝爾斯、愛因斯坦、李約瑟等享譽世界的哲學家、文

學家、科學家等，都從老子那裏汲取了豐富的思想營

養並對其予以高度評價。毫無疑問，老子及其所代表

的道家文化，不僅是中國而且也是全人類的一份極其

珍貴的思想文化遺產。 

2011 年 6 月 22 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第 65

屆聯合國大會上通過連任推薦。他在就職演說中引用

了《道德經》中老子的經典語句“天之道，利而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韓國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作

為韓國人的潘基文讀過《道德經》不足為奇，但是在

這樣一個場合，以老子的話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中國

文化對其影響之深可見一斑。 

2004 年 1 月 16 日的《環球時報》載文指出：“值

得注意的是，西方哲學家閱讀老子思想，都是要從中

獲取能夠拯救西方文明危機的良方。而他們的確發

現，《道德經》對人與自然關係的和諧理解、為人處

世的自然態度、德性培養的修行方法，對彌補西方文

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強權意志等，都具有非常積極的作

用”。西方一個名叫肯特‧尤因的學者，在 2007 年 5

月 8 日的香港亞洲時報在綫上發文說：“在反帝反封

建的‘五四’運動之後，人們經常把道教看作建立在

封建迷信基礎上的反動思想。但是，《道德經》強調

平靜祥和正是中國領導人希望傳達的信息。”“有太

多的人為了攫取利益而爭得你死我活。中國希望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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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思想實現‘和諧社會’的目標。”“中國專家

認為，這部典籍(註：指《道德經》)不僅是中華文化

寶庫中的瑰寶，也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另一位

叫彼得拉‧科隆科的西方學者，則在 2007 年 5 月 20

日的德國《星期日法蘭克福滙報》上發文說：“還有

哪種宗教比道教更適宜推廣‘和諧’呢？畢竟道教中

有很多內容是在論述人與自然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

和諧。”的確，“和諧”是融洽，是調和，是一種內

外協調，上下有序的 佳狀態。在老子的道家文化中，

“和諧”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思想理念。大科學家愛因

斯坦曾說過這樣一段話：“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

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

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

理解，並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 基本的。他必須

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

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隻受過很好訓練的

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1  

西方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誰將取代西方的

主導地位》一書中說：“人類已經掌握可以毀滅自己

的高度發達的技術文明手段，同時卻處於極端對立的

政治、意識形態營壘中， 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國文化

的精髓──和諧，中國如果不能取代西方而成為人類

的主導，那麼整個人類的前途是可悲的。”1924 年 11

月 27 日，孫中山曾在日本兵庫縣立神戶高等女校演

講，面對四千多人的聽眾，孫中山說：“你們日本民

族，既得了歐美霸道文化的真諦、又有亞洲王道文化

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

西方霸道的鷹犬，還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註：比喻捍

衛東方王道的將士)，就由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了。”這是孫中山對日本的 後警告！道家文化的中

和之道，就是一種不走極端而取中道的辯證觀點。舉

例來說，北宋的大文人王安石、蘇東坡在政治上一生

對立，但在晚年均取中和，談禪論道而成為朋友，由

鬥爭而轉變為和諧。蘇轍在其《東坡先生墓誌銘》中

寫道：“東坡初為賈誼、陸贄書，論古今話胡不為空

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曰：‘吾首有見於中，

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所以，中和之

道，首先要洗自己的“不和”之心。問題全出在人心

“不和”上。 

人與大自然不和，導致了土地沙漠化和環境污

染；人與人，人與社會，國與國，民族與民族，宗教

與宗教不和，導致了彼此關係緊張和流血事件；人與

自身不和，導致形神分裂、陰陽失衡，心身受損，產

生種種疾病。因此，我們一方面要承認矛盾，另一方

面要推行中和。這是因為世上萬事萬物，即有矛盾又

必須相互依存。對矛盾的處理，不外乎二種，一種是

主張激化，通過鬥爭來一分為二；第二種是推行中和，

用和諧來合二為一。走偏鋒難以持久，因為物極必反；

合二為一，歸於中道，才能找到雙方共存共榮的平衡

點。春秋時期，古人就已經認識到，“和”是不同事

物的有機結合，是不同因素的相反相成、相互補充，

所謂“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和而不同”的

“和”，是以不同的他、不同的物為前提的。故而，

在政治上的“和而不同”，首先是以君臣間的相互獨

立為先決條件的，包含着對君、臣各自人格獨立的肯

定。實現這一政治共識，才能形成開明的政治局面。

而在春秋時期，它確實為許多政治家們所實行，從而，

在許多國家形成了與後來君主專制有很大區別的開明

政治。2 2003 年 12 月 8 日的《學習時報》刊登了《寬

容：現代文明的一種核心原則》一文。文章說，在傳

統的政治鬥爭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

東風。被“壓倒”的人總是沒有好日子過，總是憋着

勁要“復仇”。怨怨相報，沒有終結。在這種文化下，

人們相信“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鬥爭”哲學，

鬥爭，謀殺，政變，你死我活。這是野蠻政治的典型

表現。為了結束這種狀況，現代人倡導政治上容忍異

己。政治寬容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多數人要容忍少數

人，二是少數人也要容忍多數人。然而，寬容也有限

度。對那些反對憲法和挑戰共同價值的極端主義採取

不寬容的態度，是因為一旦他們上台，可能取消寬容，

實施極權和獨裁統治。 

在戰國時期所產生的《吳子兵法》中，即便是舉

兵用戰的國家大事，也是把“先和”視為制勝的先決

條件，是值得研究和重視的勝算命題。《吳子》強調

指出：“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

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

勝。”有此四“不和”，大事難成，戰則必敗，這是

舉兵用戰的大忌。反之，要有效地克敵制勝，必須充

分考量敵我雙方的國和、軍和、陣和、戰和的“四和”

態勢，全力打造超越敵國的“四和”優勢。 

《吳子》的“先和”論，既是對歷史前事的經驗

總結，也為後來的史實所證明；當然，也是對當代以

及未來那些因內部“不和”而圖謀不軌的國家的警示

──“不可以決勝”！ 

由此可見，從根本上說，“和”是中華民族的靈

魂。一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就是不斷融合，不斷多

樣化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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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孔子，人們都會說他是儒家的鼻祖。然而，

孔子的思想也是不斷變化的，青年時期的他，崇尚周

禮，他是純粹的儒家；中年崇拜法家人物管仲與子產，

又變成了儒法家；晚年孔子仰慕的心中偶像是老子，

講道論德，這樣他就成了道家人物，或可說是儒道和

合的思想家。3 孔子以儒釋道，以道詮儒，二者相互

溝通，相濟相成，以儒道互補為前提，從而建立起“外

儒內道”的理論架構。4 也許有人會說，儒家效聖人，

道家法自然；儒家重人際，道家尚天道；儒家主有為，

道家倡無為。二者何以溝通、何以相成？其實，這只

是看到了問題的一面即它們之間差異的一面，而沒有

看到二者統一的另一面。 

無論儒家或道家，都致力於論證天、地、人、物

息息相關，它們組成有機整體，形成以相互依存之特

徵的網絡系統，任何人為的割裂系統或破壞整體的和

諧，都會導致天地失衡、社會混亂並危及自身的安全。

他們並不否認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

矛盾，但始終認為思想的狀態應是矛盾的化解與和

諧， 終求得系統的有序與整體的和諧與統一。這種

尋求整體和諧與穩定的觀念，成為貫串中國傳統文化

的一條根本原則。對此，道家的貢獻不亞於甚至超過

儒家。老子的“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的思想理念，

貫穿於個人養生、為人處世、治國安邦以及國際關係，

一切為了“和之至”。在老子理想的和諧社會中，人

與人不爭，國與國不戰，“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人人平等和樂相處。 

總之，老子五千言，為我們描繪了一種美妙而合

理的社會理想。在這個理想社會中：聖人當國，身正

政慈；大公成私(即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人人平等；

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法令寬簡，安居樂業；損富濟

貧，抑高舉下；信善成風，民皆孝慈；以和為常，不

見爭戰；甘食美服，生活富足；無憂無慮，自由自在；

素風樸俗，貴身盡年。這裏所列的每一句話，每一個

社會特徵，都可在五千言中找到根據，確為無一字無

來歷，只不過做了一次簡單的加法而已。說老子的社

會理想屬空想社會主義，恐怕並非無稽的拔高。可惜

至今很少有人注意及此。就是“小國寡民”之說，如

果加以適當修正，將它當作社會自治的基層單位，在

其上加上多級聯合，而及於全國乃至全世界，豈不正

是切實可行的共產主義大同世界？5 

針對學界有人批判老子的所謂“愚民”思想，所

謂“小國寡民”之說，著名史學家呂思勉在其《先秦

學術概論》6一書中說：“人心之險惡，既因社會組織

之墮落而然，非因物質文明之進步而至，則知《老子》

所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絕不

足怪。何則？人對於天然之知識，及其克服天然之能

力，雖日有增加，斷不至因此而相欺相賊。至於詐愚

之智，侵怯之勇，則本乃社會之病態；此猶病者之神

經過敏，本須使之鎮靜，乃能復於康健也。故謂道家

欲毀棄物質文明，或謂道家欲閉塞人民之知識，皆全

失道家之意者也。” 

老子講和，孔子亦說和，所謂“和為貴”，“和

而不同”等。孟子更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之言。有學者指出，“人和”，不是無原則的一

團和氣，乃是磨合、整合的動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既能發現、理解對方，又能發現、瞭解自己，並不斷

得到加深。人與人之間的磨合、人與群體之間的磨合、

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磨合，無不如此。俗話說得好：不

打不成交。 

正因為人世間充滿着各種各樣的矛盾，“人和”

作為一種首選的磨合方法和 終目標，也就具有了永

恆的文化價值。所以，“知和曰常”、“和為貴”、

“和而不同”是中華民族提供給人類解決當前、乃至

未來的地區衝突、民族糾紛、貿易矛盾等種種爭端的

佳思維選擇。可惜，西方人士對這一優秀的人文精

神太陌生了，動輒是“文明的衝突”。 

80 年代初有一部羅馬尼亞的音樂故事片《奇普里

安‧波隆貝斯庫》，留給人們的印象十分深刻。僅僅

因為作曲家波隆貝斯庫與他的戀人，分別出身於信奉

東正教、天主教兩個水火難容的家庭，致使一對青年

男女難成眷屬。這種事，對中國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

唐太宗李世民以老子為自己的先祖，因而將道教排在

佛教之前。有不少宗室女子信奉道教，身為女冠。而

當時的吐蕃(今西藏)已流行佛教，卻照樣娶來了大唐

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 

不同的文明、文化、宗教和生活習俗，在交往中

是會產生一些衝突、摩擦。但在中國，這些衝突或摩

擦往往表現為一種互動式的彼此理解、吸收、消化、

取長補短的磨合調和過程， 終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並存格局。 

“人和”的文化力量，使道、儒、釋三種文明形

態鼎足而立，構成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傳統骨架；不僅

體現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之中，也體現在民間民俗

文化中。比如現在民間辦喪事，大都已採用火葬，從

文化淵源上講，火葬是佛教方式。但祭禮悼念仍用儒

家的方式，包括簡化了的守孝、服喪、出殯等。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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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亡靈的儀式，則往往佛、道兼施，和尚、道士兩班

人馬各做各的法事。出殯那天則又吸收了歐美的西方

文化，僱來一支銅管樂隊吹奏哀樂。中國人對待不同

文化，向來採取“拿來主義”。假如哈佛大學教授亨

廷頓到中國來，親眼看一看中國老百姓所操辦的喪事

的全過程，恐怕就不會草率動筆寫《文明的衝突》了。 

1996 年 9 月，亨廷頓到新加坡、馬來西亞講演，

宣稱中國未來的崛起，“可能是人類歷史上 危險的

時刻”。要說中國的崛起，歷史上早就有過，推崇道

家文化之漢唐的強大舉世矚目，然而一條橫貫亞歐的

絲綢之路，給歐洲帶去的是甚麼？難道是威脅、是戰

爭、是文明的衝突？明代鄭和 7 次下西洋，途經亞非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龐大的船隊可稱當時的巨無霸，

多達百餘艘， 多的一次達 208 艘， 大的寶船長 44

丈 4 尺、濶 18 丈，堪稱為當時的航空母艦，出海人員

多達兩萬七八千人。然而這龐大的船隊奉行的使命是

與海外諸國“共享太平之福”，被稱為海上的絲綢之

路。 

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波瀾壯濶，從來就沒有對

人類歷史構成過“ 危險的時刻”。個中道理，就在

於有“人和”精神。中國人幾乎事事處處都在倡導

“人和”精神。在人際交往上，希求“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冤家宜解不宜結”。 

在家庭中，“婆媳親，家業興”、“兄弟協力石

成玉，父子同心土變金”、“家有賢內助，夫不遭橫

禍”，總之，“家和萬事興”。在鄰居關係上，“鄉

鄰好，賽金寶”。做買賣時，奉行“和氣生財”宗旨，

“人無笑臉勿開店”，“買賣不成誠意在”。在民族

關係上，認為“四海之內皆兄弟”。在鄰國關係上，

則是“唇齒相依”，處理不好會導致“唇亡齒寒”的

後果。“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就是中國人

向全人類所倡導的“人和”精神。 

1998 年 6 月 27 日，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訪華時曾

引用過孟子的一句話。他說：我們在以不同的方式堅

決維護着孟子的思想，孟子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一

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

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7 的確，“善”

是“人和”的基石。故而，老子反覆強調多行善事，

曰：“常善救人”，“常善救物”，“善者吾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只有信善成風，民眾才能孝慈，社會才能和諧。8 可

惜的是，建國以後，中華民族固有的“和諧”理念，

被極左的“鬥爭”哲學所代替，造成了人與人之間，

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國與國之間(如輸出革

命)的緊張，和諧的被打破，必然是災難的來臨。大躍

進導致的饑餓，文革導致的浩劫，不就是有力的證明

嗎！ 

 
 

三 
 

有學者指出，現代化給人類帶來的並不是單一式

的進步，而是善惡並舉，苦樂同行的矛盾過程，至古

人所謂“省優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中外哲

人所構想的那種“桃花源”、“君子國”、“烏托

邦”、“太陽城”式的“無差別境界”並沒有從天而

降。展現在現代人面前的，仍然是一個錯綜複雜的、

利弊共存的世界。 

就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而論，以“征服自然”為

行動指南的工業文明在造就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帶來

始料未及的嚴重問題：“溫室效應”的加劇、生物多

樣性的驚人損失，環境污染，資源系統崩潰、人口爆

炸、城市膨脹和畸形發展，能源危機、耕地減少等等，

都以驚心動魄的規模和速度顯現在現代人面前。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89 年 9 月 10-15 日在加拿

大溫哥華召開了“21 世紀科學與文化：生存的計劃”

國際研討會。會議通過的《關於二十一世紀生存的溫

哥華宣言》深刻指出：“利己主義是千萬人與其同類

之間及人類與自然之間缺乏和諧的首要原因。”1992

年 11 月，世界 1,575 名科學家(內有 95 位諾貝爾獎獲

得者)聯名公佈一份長達 4 頁的《世界科學家對人類的

警告》。此文件開宗明義指出：“人類和自然界正走

上一條相互抵觸的道路。” 

就人與人的關係而論，近代工業文明取得社會契

約化、法治化、民主化的重要進展，卻又帶來社會的

失衡和人的異化，金錢與權力拜物教的極度膨脹，導

致的物欲主義的氾濫和道德的沉淪，科學技術與人文

文化的分離割裂等令人困擾的問題層出不窮，造成人

變為單向度的片面的人；精神價值的失落，人性的萎

縮與畸變，顯示着個人失調以至社會失調的危險趨向。 

面對上述嚴峻形勢，人類正在尋覓解決途徑，力

圖在新的層面上實現人類的多重價值，實現人類在能

力、情感、道德等方面的全面發展，以協調人與人、

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為着解決這些決定人類

未來命運的戰略問題，需要集中全人類智慧。不僅是

世界現存各國度、各民族的智慧，而且是古往今來的

人類智慧。而文化“軸心時代”的老莊、孔孟、墨子

等聖哲，在協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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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和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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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方面，蘊含着極富洞察力的思想，可以給予現代

人諸多教益。 

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比利時科學家普里高津曾

說過這樣一段話：“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是首重於研

究整體性和自然性，研究協調和協和。現代新科學的

發展，近十年物理和數學的研究，如托姆的突變理論，

重正化群，分支點理論等，都更符合中國的哲學思

想。……中國思想對於西方科學家來說始終是個啟迪

的源泉”。“我愛中國文化，因為它注重和諧，陰與

陽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

精神”。9 

與中國傳統“整體觀”密切相連的是“融通——

中和觀”。求融通、致中和的思維，強調事物的同一

性與平衡性，主張以緩和的、調諧的方式解決世間諸

問題，意在防範事物走向極端而出現系統平衡的破

壞，認為諸事要留有餘地，這便是老子所謂：“大成

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無窮。” 

先秦哲人不僅對文明進展的正面效應給予肯認，

同時也敏銳地洞察到文明進展還將帶來負面效應。對

此，《老子》五千言中多有犀利的揭示：“天下多忌

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邪

事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老子的這類思想曾

經被作為“反文化”觀念而加以否定。其實，老子是

通過對文明進展導致的二律背反的披露，向陶醉於文

明進步的人們提出警告。這種警告，歷時愈久，愈益

顯示出深刻性和預見性。文明的進步，其實是一把“雙

刃劍”，有其利必有其害。人類要想只享其利，全然

不受其害，也是一廂情願的幻想，我們所能做到的只

是：對弊害的自覺認識和有效控制，從而給中華文化

的現代化過程創造較為健全的社會心態，規定較為穩

健的前行步履。 

老子主張，“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聖

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聖

人”不私自積藏，盡量幫助別人，自己反而更充足；

盡量給予別人，自己反而更豐富)。“我有三寶，持而

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這就

是說，以“慈”為善，可廣結人緣；以“儉”持身，

可富足長久。“不敢為天下先”，才會謙讓不爭。而

其中的“儉”者，乃簡樸也，乃“心靈環保”也，乃

自在無累也。 

莊子則在人為物所役，為欲所累的社會中，看到

了生存的荒誕，所以便有了超越現實的嚮往和逍遙於

塵世之外的願望，他不倦地追求生命的自由和詩意的

生存，從而不倦地追尋人類早已遺失的精神家園，回

歸其本真。馮友蘭先生曾在其《論人生底境界》一書

中，提出了著名的“境界說”。他說：“人所可能有

底境界，可以分為四種：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

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乃生物直覺，是

低層次的精神境界；“功利境界”，是自私利己的；

“道德境界”，是利他向善的； “天地境界”，是人

與宇宙的關係，不但超越了個人、家庭，而且超越了

社會，一切都以自然天地為 高價值標準。站在這個

角度看問題，我們才會知道，儘管人類憑藉工業和科

技的力量贏得了迅猛增長的物質財富和舒適的生活條

件，但同時也導致了物慾至上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貧

富分化以及對作為自身必要生存條件的自然環境的嚴

重破壞，現代性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這種以培

育個人物質利益為本位的自我中心主義，必然造成個

人中心、集團中心、民族中心，國家中心、西方中心，

並且強化着人類中心主義，強化着把他人、異族文明

和自然界當作征服和奴役對象的價值觀。為了防止全

球性的生態毀滅的災難到來，使人類文明得以持續下

去，人類心須轉向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老子及其道家思想愈益顯示

出其當代價值和意義。它正得到世界日益廣泛的關注

和認同，展現出其超越時代、民族和國界的強大生命

力。美國著名科學家卡普拉曾說：“道家提供了 深

刻並且是 完善的生態智慧”。10 老子的“道”論特

別是“尊道”思想為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

諧統一，提供了重要的哲學基礎和根據，對於構建和

諧社會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老子的“貴德”思想能

夠促進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有助於人們思想道德素

質的提高和人類精神文明的發展。老子的“道法自

然”、“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其中所蓄含的生態

智慧正在為不同國度、不同膚色、不同種族、不同語

言的人們所接受，成為當今人類解決生態困境、建設

綠色家園的重要傳統資源。老子為反對物慾至上，反

對把物質財富作為追求之目的而提出的“節慾”崇

“儉”思想，有益於人們樹立合理的利義觀，反對、

防止和克服物慾主義、拜金主義和個人極端主義。 

總之，老子及其道家的“和諧”思想正愈來愈成

為一種有着警世、醫世功能的普世文化，在當代及未

來顯示出其獨特而又巨大的價值和魅力。正如德國學

者尤利斯‧噶爾於 1910 年在其《老子的書——來自

高生命的至善教誨》一書中所說：“老子，他是推動

未來的能動力量，他比任何現代的，都更加具有現代

意義；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這就

是老子的不朽與不朽的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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