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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解決人類社會問題在於開展
人類生存環境危機教育      

文/林文燦

社會是由眾多的個體組成的。要談解決人類社會的問

題，首先要談人的問題，人究竟是什麼？人的生存需要什麼？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人類社會環境的不斷變遷和發展，現在

出現了什麼問題？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困境和危機？

 一、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人是由身體和精神兩部分組成。維持身體機能的運作

依靠飲食、空氣和水。精神的需要體現在情感、意識和欲望

的滿足。身體的健康依賴乾淨衛生的食物、清潔的水源和

清新的空氣。精神的健康就比較複雜了，它包括安守、培養

和對情、意、欲的滿足、平衡和超越。

 （一）情

人需要滿足的情感中，最重要的是親情、愛情和友情。

親情即與父母、家庭、親戚的感情滿足；愛情，就是與愛人

的情感滿足，是組建家庭的根基；友情，是與朋友之間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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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體現在相互陪伴、分享和幫助。還有動物情、植物情

等等。     

 （二）意

意就是人天生具有分析、分別、計度、觀察、執著的功能

與需要。   

 （三）欲

欲望就是思想要滿足心理和生理對美好事物的需要和

追求。通過眼睛、耳朵、鼻子、舌頭、身體向外感受獲取和實

現。簡單來說，就是眼睛要看美的，耳朵要聽悅耳的，鼻子

要聞香的，舌頭要舔美味的，身體要舒服的享受和觸感。

對於人的需要，我們簡單總結如下：

 （一）身體的需要

空氣：來源於大自然、樹木花草對空氣的轉化功能等等。

水：來源於河流湖泊、地下水、氣候變化等等。

食物：來源於土地、水、空氣、氣候的變化、農民的耕種、金

錢的購買等等。

房屋：來源於各種建造材料、工人、科技、金錢等等。

安全：受社會環境和氣候的變化影響，避免人為的傷害、疾

病、意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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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精神的需要

父母的愛：父親代表陽，體現陽剛、樂觀、活力、勇氣。

母親代表陰，體現柔美、親密、滋養、細膩。

朋友之情：理解分享、娛樂、陪伴、互助、成就事業。

家人親情：關愛、和睦、分享、分擔、互助。

老師教育：知識、經驗、成長、成熟、智慧。

欲望：思想通過眼、耳、鼻、舌、身的功能去獲取和實現。

意識：分別、計度、觀察、探求。

 人的一切活動都是依賴精神通過腦部發出信號，通過

神經系統的傳導，貫穿整個身體的運作，和顯現思想的變

化。精神和身體是互相依存，相互影響，是一元的，不可分

割的。就是心理學所說的生理影響心理，心理影響生理。從

上面的分析來看，人的存在除了靠自己外，還靠外界的給予

和資助，包括別人和大自然。所以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

生存的叢林法則是不完全對的，因為人與人之間除了競爭以

外，更多的是需要別人的幫助和合作，天地與我並生，萬物

與我為一。

人出生時沒有帶著任何目的而來，但是人一旦存在有了

生命，就必須解決生存的所有問題，讓自己更好、更美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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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擁有健康的身心、良好的生存環境、美好的生活，是我

們人類的最高的理想追求。要想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必須處

理好以下幾種關係：

＊人與自然的關係

我們要保持空氣和水源的乾淨和清新、維護動植物的生態平

衡、保護好自然資源，讓其健康發展和可循環利用。

＊人與人的關係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和意欲是互相依賴、相互慰藉和相互滿

足的。

＊人與社會的關係

人與社會是互依、互利、互存的。也就是人人為我，我為人

人。每個人的權利也是他所盡的義務。只有人人盡了自己的

義務，才能享受到從別人處提供的權利。

只要處理好以上三種關係，就會實現中國傳統儒家文

化的核心——道在起用上的最高理想追求：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和孔子的「大同社會」。 這也是我們全人類對真善美的

最高追求。我們一旦存在，有生命了，就是真；能在各種有

利條件和自然資源的供養中，身心健康，快樂的成長，就是

美；而想盡一切辦法，維護，創造，實現前面真和美的追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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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善。真善美的追求應該是人類的最高信仰。人一旦有了信

仰，他所有的行為和宣導的文化，就會為實現自己的最高信

仰而努力，盡力解決生存環境的困境和危機。

 二、  人類社會的問題和困境
可惜和可悲的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的生存環境

面臨以下的困境和危機：

 （一）人類社會還遭受戰爭之苦。

 （二）環境污染嚴重，自然資源越來越稀缺。

 （三）極端天氣災難。

 （四） 道德信仰的危機，沒有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五） 家庭離婚率不斷攀升。（中國民政部資料：二〇一七年

離婚有四百三十七萬對）。家不再是心靈的港灣。

 （六）自殺率的逐年提高。

 （七）社會安全堪憂，偷、騙、拐、害的困擾。

 （八）資訊科技的發展對人身心健康的破壞。科技的發展

 就像一把雙刃劍，可以成就人類也可以毀滅人類。

 （九）人焦慮、壓抑、空虛、寂寞等各種情緒併發，生理和

 心理的煎熬，導致各種病痛頻發。

 （十）糧食和食品安全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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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教育的目的
什麼是教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見解。作者認為 「教」

就是因為人本身存在缺陷、不足和愚昧未知，從而導致在生

活上產生諸多問題、阻礙和困難，需要有解決問題和困難的

正確引導和教導。「教」包括人類一切的知識和學問。「育」

就是以人的身心健康和美好生活為追求目標，助其成長、修

復、圓滿。「育」包括人類全體與生存環境的共同化育。教

育就是要人認識自己，修正自己，充實自己，超越自己，從而

為人類的共同命運和美好生活環境的追求做出貢獻和享受

其中，和諧平衡地度過自己一生。所以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把

教育定位為國家最重要的事情。教育是關係到人類命運的

最高戰略。

教育的方向和內容應該圍繞處理和解決

人類面臨的所有困境與危機。

最重要的是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

和人與社會的關係。這是我們生存的根本，

是全人類要出謀劃策，每個人要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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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涉及政治、科技、人文、經濟、環境學、社會學、心

理學等等的所有科目。所以我們的教育，必須要求人出生

後，要緊貼這個主旨和方向來培養他們對我們生存狀態和生

存環境的認識，激發他們的責任感，從而形成一個堅固的為

人類更美好的生存環境而努力的信念。引導他們學習和思

考解決人類面臨的生存危機問題。等他們長大以後，無論身

在何方，擔任什麼人生角色，擁有什麼社會地位，做什麼工

作，他們心底都有一個自知、自處的目標和方向。

人的行為是受自己的思想和觀念影響的。如何使人實現

教育的目標，要切實做到以下幾點：

 （一）樹立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人生沒有帶著任何目的而來，一旦我們存在了，

就要解決存在的所有問題，讓我們的生存變得更美好。

就是古人所說的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這涉及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天下國家的關係。

正如中國傳統儒家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

通過一個人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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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耳順，七十而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次第過程，立功、立

德、立言來負起個人的責任，從而組建自己和睦的家庭，再由

一個個和睦的家庭組成穩定和諧的社會，從而構建世界的和

平與安定。如何建立自己與內在和外在的關係的指導思想就

叫人生觀和價值觀。教育的根本就是培養和引導人建立正確

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人一旦有了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無

論他在哪裡，他都能自我認識、自我反省、自我修正、自我

超越，為自己、為社會、為國家、為全人類創造美好的未來。

 （二）發揚農耕文化的重要性

現代人缺少敬畏心，人一旦沒有敬畏心，就很難講理和

講禮，一個不講禮和理的社會，人就會隨著自己的性情和欲

望，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出來。如果單靠法律約束違法犯罪行

為，是很難辦到的。自古以來，中國人有三敬。一是敬天，二

是敬地，三是敬祖宗。敬天是對宇宙孕育生命的崇敬；敬地

是對大地給我們的滋養表示感恩；敬祖宗是對祖先的懷念和

愛戴，將來不要做出對不起祖宗的事。

這三「敬」維持著中國家庭幾千年的安定與和諧，

並從農耕文化中得到保持和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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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種的人要靠天氣吃飯，自自然然敬畏天；靠土地的

滋養和出產成果，就會熱愛自己的土地。農耕文化是每個

家庭得到溫飽維持生命的保證，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

也如此。（現代農業隨著科技的發展，在方式和方法上有改

進而已。）它也是我們的祖先一代傳一代，一代衍生一代的

天賦和技能。沒有了祖先的傳承和養育，我們就沒有今天

的生命。再者，農耕勞作的人，在大自然的環境中熱情衷

心地勞動，與天地合一，充滿對生命的熱誠和愛護，這股力

量貫穿全身，揮灑著汗水，一下子就把自己身體裡的廢物和

情緒導致的氣結都排出體外，身心得到舒展，自然健康，心

寬體廣，性情得到培養。還有，在勞作過程中，與家人和相

鄰人的溝通合作中，大家的心就緊緊凝聚在一起，體驗到勞

動的艱辛和協作的重要性，大家自自然然就有一種相憐、相

擁、相知的和諧。推而廣之，人人都珍惜維持自己生命的物

質，對所有提供我們生活物資的人充滿感恩，對孕育我們的

天地產生敬仰。所以農耕勞作，蘊含著特別的敬天、敬地、敬

人的文化，是維持家庭和社會穩定的關鍵。可惜的是自從改

革開放以後，人們的生活導向一起向錢看，盡一切資源和能

力發展工業經濟，把大部分的耕地和自然資源變成生金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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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用地。另一方面，大部分農民離開自己家鄉的土地，到

城市裡從事工業勞動，把耕地荒廢了，農業文化和農耕的知

識和體驗就慢慢衰落了。家庭成員也疏離分散，導致很多家

庭問題的發生，從而影響到社會的和諧穩定。

現代社會過度的工業發展造成物質過剩，物欲氾濫，大

自然被污染和破壞。沒有了乾淨的空氣和水，糧食就不再乾

淨和健康了。現代的養殖業和畜牧業大都依賴農耕糧食的

基礎，過度的物欲，各個產業消耗效能不斷擴大，自然資源

也變得越來越緊缺。另一方面，隨著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大

家動手勞動的機會大大減少，人的心思就落在「娛樂至上」

的放任不羈和感觀享樂上面。物質豐富，欲望膨脹，金錢至

上，現代人還需要敬畏什麼？沒有了家庭的凝聚力和感恩

之心，人的感情得不到滿足和撫慰，人人就會感到空虛寂

寞，身體沒有適當的運動和排毒，身心就會不健康，各種不

同的變態行為和各種不同的身心疾病就出來了。

作者建議我們所有的學校建設農耕文化學習基地，

開展農耕文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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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真真切切學習和體驗到糧食的來之不易，從而

珍惜糧食，學會感恩。另一方面，通過學校創建農耕文化

學習基地來促進國家耕地的使用率和社會各方面的參與

力量，採用無污染、無公害的培育方法，發展健康環保有

機糧食的耕種產業，讓孩子從小知道人類賴於生存的糧食

的重要性。同時造就環保有機食品在社會上的良性供需關

係，營造一個大市場。孩子一旦知道維持糧食的充足、環保

和安全，有賴於大自然的生態平衡，無災無害的好天氣，肥

沃利生的耕地面積，乾淨的水源，就會形成思想啟蒙，奠

定他一生守護大自然的信念，要盡自己的努力和義務去實

現它。這樣就有助於長遠解決耕地不足，糧食危機和大自

然污染破壞的問題。對於沒有耕地資源供學校創辦農耕文

化學習基地的城市，可以學習和思考以色列的農業發展思

路。以色列是一個國土面積大部分是沙漠並且嚴重缺水乾

旱的小國家。他們努力發展耕種創新，靠自己的能力提供

95%的農業產品養活了七百萬人口的國家，很多農產品還

出口到歐洲。高年級的學生，可以進行學習，研究和討論各

國各地成功的農耕經驗，依賴最新的科學、天文、水利、生

物等等知識，把各個學科綜合起來，集思廣益，宏觀和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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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結合，引導孩子思考和創造可行性的行動實踐。這樣學

生在農耕課程中，找到統合各個學科，各個領域知識的用處

和接合點，集各類知識於一身，更有助於其它未知知識的

領悟和旁通，促進各科學習的進步。到了大學，學生就能擁

有堅實、成熟的人類所有重要學科的通識基礎，有助於更專

業、更深度的學習、研究和探索，產生創新的成果，從而解

決糧食安全和大自然被污染破壞的危機。

 （三）要學會保養和昇華自己的精神

人類的一切思想和行為都是靠精神來支撐的。如果沒

有飽滿的精神，時刻能集中專一，控制好自己的情緒和欲

望，擁有科學智慧的學習方法和態度，所有的教育理想和目

標都是空談。

人要保養好精神，首先要減少精神的消耗，管理好自

己的情緒，不要固執自己的自我意識，避免過度和過多的欲

望。過多氾濫癡迷的情、意、欲是消耗精神，讓人身心疲累和

產生疾病的主要原因。

1.生理影響心理，心理影響生理

人的精神統合生理和心理兩方面，而生理影響心理，心

理每每更能影響生理，譬如：當人身體勞累，腰酸背痛，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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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外在的事情複雜或者多變，需要慎思和精力處理時，人

就容易心煩意亂，暴躁易怒。當人內心有所慚愧，就會面

紅耳赤；情緒有所激動，立刻心跳加快；做了犯罪行為或者

違心之事，就會立刻呼吸粗而急促，緊張害怕；內心有所憂

煎，就會容顏憔悴。

美國家庭醫學會的報告說，心理狀況不佳會減弱身體

免疫力，讓人更容易生病。壓力、焦慮和抑鬱會導致睡眠障

礙、消化不良、後背疼痛、頭痛和疲勞等生理問題。身體釋放

壓力激素會增加血壓，並誘發憤怒、好鬥、恐懼或其它負面

情緒。如果這種情況維持時間較長，壓力激素水準持續較高

水準會導致腦化學品變化。這很容易誘發心臟病、中風、睡

眠不好、頭痛和其它慢性疾病。中醫的《內經》也有「怒傷

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等理

論。所以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控制好自己的情緒是保養自

己精神，身心健康的關鍵。

現代社會隨著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工業產品的不斷完善

和更新，給人類的生活帶來很多便利和多元化的感官享受。

但是為了經濟的發展，商業文化不斷刺激和調動人各方面的

享受欲望，久而久之，人的欲望不斷擴大和膨脹，生活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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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是用在滿足自己過度的欲望上面，就無

暇顧及別人，家庭得不到維護，生活壓力大，精神得不到安

撫，大部分人都會壓抑、浮躁、空虛寂寞，容易被負面情緒纏

繞，導致疾病頻發，身心飽受折磨。精神就會頹廢，身心疲

累，生活就會一片昏暗，碌碌無為，更有甚者選擇自殺來結

束自己的生命。

 2.人腦的研究

腦部是精神傳導的中心樞紐。中醫講「腦是元神之府」。

西方的腦科學研究表明：人腦占體重2%左右，但是所消耗

的能量卻占人體總消耗能量的20%。我們的大腦中，存在一

個「皮質—— 紋狀體—— 丘腦—— 皮質」的循環神經網

絡活動，它不斷地循環著，就像心臟的跳動，是一個非常重

要的活動。這些循環的神經網絡活動消耗的能量占大腦總

消耗能量的60%～ 80%。研究發現，腦神經網絡循環活動

是在腦部沒有進行有意識的活動時就執行基本運作。它是

隱蔽、不易察覺和控制的。心理學稱這些隱蔽不易察覺的腦

神經網絡活動為潛意識的活動。潛意識的活動是腦部最大

的能量浪費者。人時刻感到身心疲累，精神不振的原因就在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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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有的意識都是隨著外在的客觀環境和主觀的心理而起，

它接連不斷的分別、計度和執著於

意識本身所顯現的內容，從而產生各種混亂的思緒。

如果意識不受自己控制，隨時能停下來，

回歸平靜和專一，人的思想就會不斷糾纏於過去的回憶；

執著於現在的情緒；擔心茫然於未來的恐懼；

胡思亂想，容易產生心理疾病，做出病態的行為。

意識本身只是臨時和隨機應對人事物的反應機制而

已，它是不斷變化和更替的。它不是永恆和固定的。它就

像流水一樣，不斷向前流動。主觀相應著客觀，自己的主觀

又變為客觀，不斷地思想，從而滿足自己的意欲。思想過

多，多慮，就會身心疲勞，精神容易衰弱。如果人不能隨時

把意識停下來，就可能會產生很多煩惱或者危險。例如，我

們開車的時候，不能胡思亂想、分神，不然的話，容易出交

通意外。在衝動的情緒中，產生暴力的衝動意識時，要能立

刻停下來，才能避免爭鬥。人在身體不舒服的情況下，意

識會老抓身體的感覺，提不起精神集中在至關緊要的事情



25

華慧期刊

上，做事就不能成功。

人要想保養好自己的精神，一定要能控制好自己的意

識、情緒和欲望。隨時能讓自己的思想安靜下來。如何才能

做到能動能靜，控制自如呢？我們可以通過中國傳統的靜坐

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

3.靜坐的好處

靜坐就是排除思緒，專心安靜地坐著。靜坐可以澄清思

慮，停止意識，是保養精神的重要方法。它能幫助疲勞的大

腦立即停下來，是人腦的最高休息法。一切生命功能的泉源

都是從「靜」中生長，從「靜」態中充沛它生命的功能，那

是自然的功用。

傳統儒家就強調人要通過「定、靜、安、慮、得」的次第

過程成就個人的修養。從而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的理想目標。

根據現代醫學的實驗：當熟練靜坐的人靜坐時，他們的

腦波是連續的 α波；當一個人從事理性思考或憂慮、緊張

時，他的腦波則大部分是 β波，β波有較不規則的節奏。

α波是表示一種沒有焦慮、沒有緊張的狀態。當一個人靜坐

時，他的腦波會從 β波轉成 α波。一般人在睡覺時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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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波產生，但在較深沉的靜坐時，腦波大部分是θ波，是潛

意識的思想狀態。當靜坐變得更深沉時，θ波將會變成 δ

波。δ波是無意識層面的腦波，腦部進入充分的休息狀態。

透過靜坐的訓練，頭腦將被有系統地再造成為較健康、較

協調的狀態。科學的實驗證明，靜坐可減少沮喪、壓力、冷

漠、頭痛、失眠和心不在焉，且能增加注意力及記憶力。對於

人的創造力和靈感獲得也有重要的幫助。

人腦的結構與核桃相似，可分成兩個部分。左半邊控

制右半邊的身體，右半邊控制左邊的身體。人的左腦是屬

於分析、邏輯和理性的，所以是傾向於科學及數學。而右腦

是屬於直覺和創造性的，所以是傾向於音樂和藝術。靜坐

能促進右腦的發展，使智力和直覺的發展諧調一致。如果

腦部不同部位缺乏整合，不協調時就會導致心緒不寧和身

體功能的不穩定，影響人一切的思想行為。更容易導致疾

病的產生。我們可以通過靜坐練習來避免這些問題。

通過靜坐練習，我們能夠時刻保持自己的覺知、清清

醒醒、明明了了、不昏沉、不散亂，自己掌握自己的思想念

頭，控制住自己的意欲，精神充足，充滿活力。需要靜下來

時就能立即靜下來，需要動起來時，就能專心專一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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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上。人在這樣的狀態下，就能激發創造性的直覺思

維，反應敏捷，行動積極向上，有利於解決生活上所有的困

境和問題。

作者建議我們在學校積極開展靜坐課程

讓學生從小學習如何保養自己的精神，控制好自己的

情緒和管理好自己的意欲。當人的精神充足和昇華，就會

發現生命的美好，從而愛惜自己，愛惜別人，充滿希望和活

力，身心愉悅，就能解決人類自殺的傾向。人人就具有飽滿

的精神和動力實現一切人類美好的嚮往。

 （四）積極開展各種體育運動鍛練和戶外勞動，增強人的體

魄和相互溝通

現代人的身體素質越來越差。如果一個人沒有強健

的體魄就沒有辦法做出事業的成效。所以，除了保養精神

外，我們更要努力增強自己的體魄。靜修是培養精神，那麼

運動和勞動是增強體魄的最好辦法。作者建議在我們的學

校應該多組織戶外活動，多接觸大自然，讓大自然幫忙修復

我們的身心健康；多要求學生參加勞動工作，例如掃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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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戶，甚至清潔宿舍等。讓他們勤動手勞動，活動身體，促

進新陳代謝，把體內的垃圾通過汗水排出體外。勤勞和節

儉是人最重要的品質。人只要勤勞和節儉，就會愛物和惜

物，生活溫飽是沒有問題的。某地有個學校的校長每個星期

都帶領學生去洗廁所，學生開玩笑地跟校長說，我們長大以

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和挫折都不能打垮我們，肯定不會有自

殺的行為，因為連洗廁所的工作都能做了，我們以後還有什

麼好怕的呢？

體育運動是能讓人陽剛向上，增強體魄的最好方法。我

們學校可以多組織各類體育運動和團體遊戲來鍛練身體，施

展學生的活力，消耗他們體內過多的激素，增強學生的體質。

體育精神的內涵非常豐富，特別表現在團隊精神，永不氣

餒、頑強拼搏；公平競爭、遵守紀律和規則。同時體育運動也

是各國人民之間溝通聯繫的橋樑，增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

人們之間的相互了解，促進世界和平，減少戰爭的威脅。

我們的教育能夠做到以上四點，人人就會擁有新的眼

睛和新的耳朵去看新的世界，聆聽新的聲音，並能做到「苟

日新，日日新」。人人都能找到自立、自處的位置和方向。

處處都顯露出生命的真善美，對人類的缺陷與不足產生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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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情，對社會的困境與危機，我們手拉手、心連心，眾志

成城，一起努力奮鬥去克服與解決。這樣人人都是自己的人

才，是社會的人才，是國家的人才，是世界的人才。 

 四、  人人都是人才
有人說，環境造就人才，意識產生觀念，觀念推動行

動。如果我們從小在學校的教育內容都是為了克服人類生存

環境的危機，我們學的、想的、說的、討論的、行為的都要圍

繞這些主題，然後逐步有序的安排課程的實踐，理論與實際

相結合，不斷探索可行性的新方法與行動，星星之火就可以

燎原，萬眾一心，事情就能辦成。作者在此建議教育的內容

應該讓每個學生認識、研究和討論以下主題：（由於作者個人

學識水準有限，只能列舉如下）

 （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父母的責任和義務是什麼？ 

＊兒女的責任和義務是什麼？ 

＊老師的責任和義務是什麼？

＊什麼才是真正的朋友？ 

＊怎樣才能建立一個幸福和睦的家庭？

＊社會上逐年攀升的離婚率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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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什麼會自殺？如何避免人在困境中選擇自殺？

＊中國的家庭問題有那些？給孩子的影響在那些方面？

＊青少年的心理問題主要有那些？如何解決？

＊人的情緒有哪些，成因是什麼？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如何才能管理好自己的欲望和意識？

＊中國人的重大身心疾病主要有那些，成因是什麼？如何

對治？

 （二）    人與社會的關係：

＊女學生在學校角色的優勢和劣勢？

＊男學生在學校角色的優勢和劣勢？

＊學校的紀律和監管的好處和不足之處？

＊女人在社會角色中的優勢和劣勢？

＊男人在社會角色中的優勢和劣勢？

＊什麼是團體合作？團體合作的重要性和必須性是什麼？

＊什麼是真正的自由民主，自由民主的優勢和弊端？

＊資訊科技的發展對人類社會的利與弊？

＊為什麼中國人的誠信水準這麼低？為什麼社會的偷拐騙

犯罪這麼猖狂？如何對治？

＊怎樣才能實現健全的道德教育與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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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公益活動？公益組織對社會的發展的影響和作用？

＊中國貧困農村的生活現狀如何？它給中國社會和諧發展的

影響如何？

＊國家發展尖端科技武器的目的和意義？

＊中國將來會發生被侵略的戰爭嗎？講講過去中國發生戰爭

的原因。

 （三）  人與自然的關係：

＊中國河流的污染情況調查和給環境帶來的影響？

＊農藥和化學激素對食物生長的影響和對人類飲食安全帶

來的威脅？

＊中國耕地的減少和土質變壞，對我們的糧食供給產生什麼

影響？

＊保持生態平衡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體現在那裡？

＊溫室效應對人類生存的影響？南極冰山的融化速度加快給

我們的啟示是什麼？

＊未來的人類會否發生爭奪乾淨水源的戰爭？

＊中國的霧霾天氣的嚴重性和成因是什麼？

＊地球的資源會枯竭嗎？可再生能源指的是什麼？ 

＊凱恩斯的消費刺激生產理論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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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處理和利用人類製造的垃圾？

這些主題都是攸關人類生死存亡的至關重要問題，也

是世界各國所有重要研究力量的方向。我們的國家應該立

即行動起來，組織各個領域各個學科的專家和研究學者，包

括科學、心理學、生命科學、教育學、政治、法律、物理、化

學、生物、醫藥、天文、地理等等的頂尖人才聚集在一起，總

結人類生存環境的所有危機和困境，一條一條落實和總結出

每個危機和困境現有的解決辦法和最新的研究成果，通過反

推演邏輯方法，把這些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智慧遵從教育的理

念和方法學轉化成文字語言，整合和彙編成適合中國人從幼

稚園到大學的大綜合學科學習教材。讓學生從小就能擁有一

個宏大的全球一體化視野和廣闊的心胸，認識自己和認識社

會的不同層面的現實狀況，立志消除社會宿弊，努力創利揚

新，形成一個堅固和全面的文化共識，為人類美好生活的未

來努力奮鬥。

教育的教材要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創新，保持不斷

的更新和完善，主旨是人類理想生活的最高追求和解決人類

生存困境和危機的可行性方法和實踐經驗總結。學生就可以

理論結合實際，進行學習、討論、實踐行動。這樣就能寓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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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寓教於樂，寓教於行，教育就能容易出成效。同時，國家

要大力支持各個學校和學生進行可實踐性的探索和研究，對

於解決人類生存環境危機和困境的創新理念和創新成果要高

度重視和獎勵。

孩子的學識能力，健康成長和成才是每個父母最大的追

求之一。當孩子學習的人類生存環境危機教育走進家庭，必

定改變整個家庭的生活思想觀念。同時，學校要緊密聯繫家

庭，家校結合，共同為培養孩子盡最大的努力。教育部要取

消以考試為導向的應試教育，對於每個學校的業績考核，可

以考慮以學校在解決人類生存環境危機的理念創新和實踐的

效果上；學校對於家庭的緊密合作推動人類生存環境危機教

育的成效上；學校的教育對當地的生活環境產生的利好影響

或者改變上進行。在這樣的環境中每個學生學到的知識都是

有用的，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既能知道如何能得到乾淨環保

的食物和找到令自己身心健康的方法，並且在學校和社會上

都能找到實踐的機會，努力修養培育自己。這樣的課程就接

地氣，真正做到文化與生命相結合，文化與生活相結合，文

化與智慧行動相結合。學生就自然產生學習的興趣，就能容

易掌握各個重要學科知識，也能容易旁通其它相關的學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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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具備社會各個產業，各個學科的研究，創新的基礎和條

件。這樣由點組成線，由線組成面，由面組成圓，個人、學

校、家庭的努力和改變，就會推動整個社會的風氣改變。到

那時候社會上就會形成新的產業供需關係，圍繞改善生存環

境而發展。資本和各方面的社會資源就會自動參與進來，形

成良好的循環關係。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職業位置和理想的

事業追求。人人都為自己、為社會、為國家、為人類的更好未

來，齊心協力，積極主動，相互支持，互相幫助，真正的人人

為我，我為人人。

  五、  結語
作者誠懇地盼望，所有人都放下自己的自私和成見，深

深反省。人類的歷史和社會的現狀，無不告訴我們，人類命

運是深深緊繫在一起，我們生長在同一宇宙下，大自然不是

某個國家的大自然，國家不單是某個政黨或者某個政府的國

家，更是每個人、每個家庭的國家。擁有十四億人口的中國

各方面都搞好了，一定有能力引領世界走向安定和繁榮。反

之，當人類生存環境的困境和危機一旦越過某個臨界點，進

入惡性循環，我們就會無計可施，地球必將會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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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德讀後：

如是！如是！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於台灣達摩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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