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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ld knowledge of human has changed from the common material view to the deep system
view of matter, and the system view of matter deepens and develops the view of matter. Based on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ypothesis of emergence’s community, the new thought of matter
on the system science is put forward with the thorough system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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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科学下的物质观新议

摘

要

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由—般的“物质观”转向更为深化的“系统物质观”，系统物质观是对物质观的深
化和发展。随着系统科学的发展，在唯物辩证主义的基础上，结合涌生事物假说，提出坚持彻底系统精
神的关于“物质”的系统科学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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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具有完备哲学精神的科学的哲学，主要体现在其基本原理的科学性以及对时代
精华的自觉融合——并不在于其理论的终极性，但就其精神而言确是贯彻人类始终的。系统科学精神是
21 世纪引领科学的时代精神之一，因此，探索系统及物质的关系，具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而深
远的时代意义。“总之，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系统整体优化思维方式的形成，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自
然要由—般的‘物质观’转向更为深化的‘系统物质观’。……可看到物质观与系统物质在内容和认识
上的统一，又可看到系统物质观是对物质观的深化和发展”[1]。系统的世界观和物质的世界观是相通的，
系统科学研究的核心着力点是涌现；因此，坚持涌现为核心的系统科学原理思想，探索系统科学精神作
为时代精华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变革——这里探讨彻底系统精神下的物质研究。

2. 关于改进“物质”研究的思考
高清海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材对于中国的哲学建设和发展的指导作
用是巨大的，但几十面没有改变，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简明体系在对于准确全面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全部精神是存在局限，并已经越来越突出的影响了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贯彻和发展。任何一种理论
都是由概念或范畴、原理或规律组成的，要立足现有理论内容的基础，充分展开理论的形式，去创造性
的吸收与该理论内容和实质直接相关的发展(即适应时代的发展、认识的发展和内容的变化)，并使它的形
式更适于表现它的理论实质、反映新时代的精神及相关研究工作。系统科学精神是时代科学精神之一，
有必要坚持彻底的系统科学精神探索对物质研究在系统科学条件下的发展和丰富，这里在涌生事物[2]的
基础上探讨物质问题。

2.1. 物质研究的现状
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已近百年了，许多理论和思想已经中国化并获得伟大的发展，但马克思主
义一些基本原理主要参照前苏联教材整理成为我国的教材使用，一直以来这种境况没有足够的发展——
至少没有获得如同马克思主义中的建党建国理论那样的中国化，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专业的马克思
主义研究者对于其本体论研究比较冷门。物质，是唯物主义本体论研究的核心。物质的研究，就属于相
对冷门的问题，在当前物质研究的现状，表现三个方面：
一是、物质研究停滞于引经据典的范畴
马克思把辩证法从黑格尔那挽救过来，在克服旧唯物主义不足的基础上，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
学理论。对于物质定义的研究，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专门的篇章阐述；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列
宁对物质有一个明确的阐述：“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中，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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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研究和阐述，在这个基础上，更多的是“举实例”的方式来完善，比如《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把物质，从硬实体推广到“场”等。总体来说，对于物质的研究，主要处于引经据典的范畴，在哲学的
高度，在本体论的高度，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与时俱进的发展。
二是、物质研究陷入“实证化”的悖谬
高清海认为：有的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概念，讲成是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
“万事万物归根到底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类问题的，而且认为它也确实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如果进
一步去问，什么是物质？于是引出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答以“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
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仔细分
析这一定义，它不过是说，所谓物质就是作为认识的对象、构成认识的来源的客观实在东西，或者说就
是非观念虚构的实实在在的存在……这里并没有告诉人们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学术界有人就
要修订列宁的物质定义，试图使它对类似上述问题给出具体的答案。这种观点主张，哲学中的物质概念
不仅应指明它是客观实在，还应说明它是怎样一种客观实在，例如，它是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整体和
部分、有限和无限、时间和空间、运动和静止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有规律的系统，等等；要求它提供
类似实证科学一样的现成知识。即使把所有的哲学范畴和科学已使用的范畴都附加上去，依照这种认识
方式，人们仍然不会完全满意。当前哲学中对物质的研究有“实证化”的倾向，这一做法，强调大量实
证材料，显现从实例中归纳出来的一些普遍原则——变成了现成的结论性知识，失去理论思维的内容和
特点；人们在学习完全部内容之后，除了一些普泛的结论性知识以外，在思维方法上所得的“哲学宗旨、
精神和意义”并没有想象的多——甚至有时候在沦丧一些。
对物质在世界本原方向的实证化研究，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因为，世界是永恒发展的，科学和哲
学也是如此，实证化的研究，只能在科学和哲学不断发展中才能不断完善解答——并且这一解答是趋向
无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万物归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整个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但不应完全按照旧哲学的“本体论”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
证化研究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相悖谬的。
三是、物质研究发展的困惑
哲学的物质观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主要可分三个阶段：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物质
观、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是物质
的”进行了科学的阐述，但之后对物质的研究，更多停留在“引经据典”的层面，对“彻底物质性”有
开创性的研究不多——这表明物质的有效研究和发展是缺乏的。这种缺乏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惑，比如：
在当前的境遇里，已经有把“实践”当作物质对待开展研究的，比如，教育部社政司组织编写的、陈先
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书中认为：“作为客观实在，物质既包括一切可从感觉上感知的自
然事物，也包括可从感觉上感知的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活动”[3]；把实践作为物质这一观点，让人产生
困惑，在没有基础理论依据的前提下，值得商榷：如果实践是属于物质的范畴，可靠的理论基础在哪里？
如果实践不属于物质的范畴，物质在未来的研究又如何展开、如何把握？

2.2. 关于改变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研究的背景
恩格斯曾经指出：
“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4]。恩格斯只说了自然科学领域划时代的发现，那么由自然科学领域带动思维科学领域的划时代发现，
是不是也应当能够推动唯物主义的形式的发展呢？比如，系统科学思想。回答是肯定的。哲学是时代的
精华，自然科学领域划时代的发现，是时代的精华，思维科学和思想界的划时代的出现，也是时代的精
华(系统科学就是这种划时代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思想)。这意味着在今天要改变唯物主义的形式，最好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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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20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几个划时代的发现入手，如下[5]。
一是、相对论的质能关系原理表明，物质和能量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物质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就
是相应的能量。这说明广义的物质也应当包括能量。考虑到最初的宇宙仅存在标量场的能量，能量在广
义物质中的地位更显得突出。
二是、量子力学理论认为，微观上的能量是不连续的，必须取最小能量(能量子)的整数倍。例如，电
磁场的能量子就是光子，其最小能量与相应的电磁波频率之比，等于普朗克常数。与光子的量子性相似，
微观上很普通的其他离子——电子、质子和中子等，其基本特征参量(电荷、质量等)的取值，也是有效数
字达八九位的物理常量。这表明基本粒子及其特征参量，都是同时出现、相辅相成的，没有第一性与第
二性之分。
三是、细胞核内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及其相关研究表明，DNA 是生物遗传信息的
载体。虽然它的物质含量很少，但所载信息却很多。以人为例子，人体生殖细胞的 DNA 只重约 6 × 10−12
克，但却由 30 亿个“核苷酸对”按一定顺序以双螺旋形式排列而成。由于 DNA 的核苷酸只有四种，所
以对应的信息就相当于用四个字母写成的“厚重”密码本。考虑到四种核苷酸的三联体和 20 种氨基酸对
应，而这些氨基酸则是成千上万种蛋白质的结构单体，DNA 所载信息的确是生命遗传和生长发育的基础，
也是区别于一切非生命物质的关键。例如，不比一粒普通灰尘大的“非典”病毒，可能危及人的生命，
就是由于它载有与人体极不相容的信息。
唯物主义改变自己随着科学划时代发展的形式，根本的就是促进物质研究。罗先汉列举了 20 世纪以
来的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划时代的发现，它为物质研究提供了新背景。时代精华的丰富和发展，形成改进
物质研究的背景、条件和基础，但是，物质形式该如何改变，又将改成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呢？

2.3. 系统科学精神下改进物质研究应当把握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要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并科学提出“世界是物质的”；马克思
主义强调时代精华性，但当前的物质研究并不能让人满意。因此，对物质基本研究的探索，显然已成为
新时期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发展的一个迫切需要。改进物质的研究，其实就是试图获得一个科学的、哲
学的规范的物质描述性认识而已。
一是、物质的研究应当避开“实证化”。哲学不是终结的理论，而是不断发展的认识。渴望把物质
定位在一个开始点和一个终结点的想法是思维出现了“类比的局限”——把通常研究的具体事物的认识
的起始点和终结点的模式，强行的赋予了物质这种最高的、最全面的、最抽象的事物；这种类比是错误
的，而犯这种错误人们又觉得是自然的，这就是思维认识的一种自觉局限。实证化的物质研究方式，只
能是哲学在科学尤其物理学发展的后面做一些被动的工作，比如近代对“场”、“弦”的哲学物质解释
等，这种被动的工作并不是以其为跳板超越到前面——成为真正的理论引领者。“实证化”哲学研究只
能是被动的工作，不仅不利于提升其哲学研究的地位和意义，长此以往反而容易丧失并沦落为科学的奴
仆。
哲学应该站立在科学理论前沿反思，跳跃超前而成为引领未来人类时代精神精华迸发的灯塔，成就
真正意识领域的引领者理论。在这方面，“实证化”作为一种根本支撑的方法是应当舍弃的，它最多只
能作为一种辅助的方法。
二是、物质的研究应当有一个逻辑起点。物质的研究，我们在最深处总得有一个逻辑开始点。为什
么不提倡有开始点(实证的)，而又谈逻辑开始点呢？某种开始点，比如实在的开始点，客观的开始点，精
神的开始点，这些具体化的开始点，都是局限的；是与永恒的世界发展和认识发展的规律相互悖谬的。
但，作为抽象的、最本原的开始点，可以是逻辑的开始点，它仅仅是个本原开始点而已——除此之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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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意义。哲学是时代的精华，既是局限的，又是不断发展的，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精华；换句话
说，本原开始点，在古代发展的时候，可以是金木水火等；在近代发展的时候，可以是原子；在当代发
展的时候，可能是基本粒子，是弦；在未来……但，不管是具体什么，它们在逻辑上都可以有一个共同
的开始点。我们研究的逻辑开始点，并不是具体的开始点，而是抽象的本原的开始点——它指向展开“物
质”。物质的逻辑开始点，对于显在的时代精华的物质开始点来说，是“隐性的”。如同理论与实践的
统一关系，即，逻辑开始点，作为哲学抽象理论，而具体哲学的展开(时代精神的产物)则是实践的，抽象
的逻辑开始点物质包括了一切具体哲学作为时代精华展开的物质，它们是统一的。
三是、物质的研究应当加强时代精神及思想的吸收与借鉴。物质的研究，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基础上，
应充分吸收中国古代唯物思想的研究，应在辩证法发展中寻求探索的信息，应在系统科学发展前沿中寻
找突破口。
在辩证法的研究中，陈书栋通过学习和钻研在其著作《基础论》中提出了矛盾的“一生二”理论。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陈书栋先生对矛盾的生成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阐述矛盾
是由一个基础和作用该基础的两个对立面事物形成的(“一生二”公式)。辩证法的“一生二”思想，在系
统科学研究中可具体应用表现为系统“生成论”的研究。
高隆昌在理解系统本质的基础上，运用自己几十年蓄积起来“数理思维”和“大自然观”，提出了
物质“二象论”[6]。哲学基本问题也有两个方面：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何为第一性？这些研究都
涉及到“二”，而世界的本原是物质，是一；一如何生成二，生成多？系统科学能否解决这个生成问题？……
本原在最抽象处，它是一个囫囵的抽象对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一旦展开开显——自然的就是一
个系统(有两个或以上的组分)。抽象的本原是如何展开的呢？
系统科学的分形论，也叫分维几何学，揭示大自然的一类广泛存在的具有自相似的结构特征。分形
结构特征在生物学上的表现即与我国张颖清教授创立的“全息胚论”不谋而合[6]。综合分析分形论和“全
息胚论”，透过系统本身，探索这一类系统的内在动力。抛开这些几何的、生物学的脚手架，提炼认为：
分形系统在生成元分形时的动力是自分形力——该自分形动力是物质与生俱来的，不仅组分有，系统也
有，是永恒的作用于物质自身的。系统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也给部分哲学问题的
回答与解决提供了新的平台。系统精神，主要的是整体性精神。世界是一个系统，事物也是一个系统，
世界处处是系统，或者说世界上没有绝对不是系统的事物。彻底的贯彻系统精神，认为：世界的本原只
是一个最高抽象的概念，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即：抽象的物质也是一个系统，一个能够展开为具体
物质的抽象系统。

3.物质研究的系统解释模型
物质是广义的，不仅包括了经典传统科学的物质，也包括了系统科学的物质。物质不仅要使辩证唯
物主义具备了彻底系统精神(具备了彻底辩证意义)，而且物质自身不被彻底辩证法的熊熊大火自我焚灭。
要实现这种彻底系统精神的物质观，始终局限在唯心与唯物分割与对立的圈子里是不能得到宽广视角的。
系统为此带来的全新的视角，物质作为抽象系统，又作为系统科学的具体系统。

3.1. “物质”与“抽象系统物质”
对于唯物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中国和西方是略有区别的。中国的本体论研究称为玄学，而把西方的
本体论研究称为形而上学，原因是两者走向本体论的道路区别：东方是从直觉顿悟接近本体，而西方是
从逻辑思维逼近本体，它们都具有本体论的超验特性。西方的唯物主义哲学把物质作为本体，“在中国
传统哲学中，与西方本体论接近的是一种关于道的学问，即论道之学”[7]。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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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西方哲学中的物质，但它们都试图从自己的角度说明世界的本原。
在传统唯物主义哲学中，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曾这样认为：囫囵整体。本原赋予囫囵整体的开
始，便注定要进入机械论和还原论的认识方法范畴，因为物质作为囫囵整体的开始，不管赋予这个囫囵
整体如何的外在功能和属性都丧失了其内在的动力，它失去了自我发展的事实，比如，把矛盾的大火烧
向彻底的终极辩证，在那里会把辩证法自身烧毁。物质的本原是囫囵整体，将禁锢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发
展：本原物质囫囵整体，一是不可分，即物质无法展开，只能作为囫囵整体与其它事物发生作用；二是
丧失自我发展，本原物质囫囵整体不可分，则不能自我发生改变，丧失自我发展能力。这与我们认识到
的世界是不相符的。
因此，需要跳出这种禁锢，转换研究视角。认为，本原物质是系统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是一
种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
本原物质作为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在唯物哲学本体论研究中，可以作为逻辑第一出发点。世界的
本原有一个逻辑出发点，即物质——它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物质不展开，则物质是绝对独立的，
将失去理论基础的意义；所谓展开，是物质从“潜在”向“显在”过渡，从所谓的“囫囵”向“系统”
过渡。物质的逻辑第一出发点，在未展开之前，把物质系统的涌生物收敛为了一个囫囵物质概念；物质
的逻辑出发点的展开是一个抽象系统(物质的最高统一的开显的系统，而不是潜在的囫囵的物质概念)，这
个系统物质是一个整体——它作为了囫囵物质的展开。
囫囵物质的展开是一个系统整体“一”，一切的事物作为物质——作为系统整体指向“一”——收敛
并“潜在”为一“囫囵物质”；我们说世界是物质的(不做任何展开)，这样的物质就是所谓的“潜在”的
“囫囵物质”。在系统科学和系统精神蓬勃发展的今天，有必要大力研究：把“潜在”的“囫囵物质”
过渡为。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不管它如何具有整体性和对外“一”性，它作为系统物质在其内
部总是可以做研究区分的。如何研究“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这是物质的系统解释模型需要解
决的问题。

3.2. 抽象物质的“质道旋”系统解释模型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最核心概念是物质。当物质研究走向系统科学下的抽象系统物质，那么“开显
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的自我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答：物质的自分形力，本原的囫囵的系统物质的自分形力。
物质是自我运动的，其动力就是自分形力。金岳霖认为“能不一”，能没有性质，如果说有就是“不
一”。借用这种思维：囫囵物质也没有性质，因为它只是个名称而已，如果有，则只有自分形开显性(向
“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过渡)，而具体的开显哪些性质是“不一”的。物质研究中，形不能无质，
质不能无形；这里的形主要为属性特性，这里的质主要为质料。“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有形有
质，“质”是第一的，最基本的“形”是囫囵物质在自分形力过渡联系下具有“分形前物质”和“分形
后物质”的“过渡共同属性特性的展现”。因此，我们认为“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内部可区分
两大类材料：一是“分形前物质”和“分形后物质”；二是“分形前物质”和“分形后物质”的“过渡
共同属性和关系部分”(即系统的涌生事物)；我们把前者称为“质料”(简称质)，把后者称为道料(简称道)。
“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的内部自分形力使系统物质呈现一种螺旋上升发展状态，我们描述称为
“旋”。“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具有质料、道料和旋三个内部划分(注：“质、道、旋”取名的
考虑：1) 质：对于西方哲学的汲取，西方哲学对于物质的研究侧重“质料”方向也希望人们研究物质的
感情能够继承和发展；2) 道：对于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继承，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哲学中，存在着儒、
释(佛)、道三家并立而崇道的现象，本体论的思想确立是以“道”的思想的确立为标志的。探索中希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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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些名词的感情转移到新的发展上的关注来；3) 旋：在系统科学精神下，汲取世界联系与发展的超循
环研究思想，同时“旋”与物理学的“弦”、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具有某些渊源)。
物质是任何事物的材料，它分为质料(简称质)和道料(简称道)，小的东西如电子有质料，有道料(属性
和关系特性)；大的东西如世界有质料，有道料(属性和关系特性)；质料和道料无所谓大小，只是一个名
称而已。“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作为一个整体需要有内在的逻辑，物质既是这个抽象的整体，
又是这个具体的整体；具有双重意义。不管是抽象的物质，还是具体的物质，都展现为三个面，即质、
道、旋。它们内在联系的逻辑第一动力是分形力，分形下的原质与分形质(紧邻的)博弈涌现的涌生事物具
有整形力。
质，是抽象物质的第一开显，但这个第一开显是“潜在的”；它是研究对象的本原或者质料，对于
整体世界的抽象而言，直接收敛于物质；比如：对于物理系统而言，可以是进程中的原子 基本粒子
弦……对于化学可以是分子，对于生物学可以是生物，对于社会系统可以是人……物质，它在抽象处不
直接是“显在的”；而在开显处，则直接是具体的。
原质与分形质(紧邻的)的博弈涌生事物，称为“道”。在这里，道的意义，使存在从原质过渡为新质
——具有分形质的新质。道的意义在于整理质，贯彻世界的统一性，使物质呈现整体性。它具有使物质
成为一个系统的意义。通常而言，道是质与其它质的博弈涌生物，常常以“质”核心下的涌现为表现。
道，一旦获得高度的相对独立，比如在人脑中相对成意识，将在“道的世界中”(比如思维海洋中)参照“质”
的性质而具有复杂的“道”的意义。中国人认为道就是是事物的本源。道为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道的思想，侧重于演化的中介及其变化。而涌生事物具有旧质向新质过渡的中介事物意义。
原质与分形质(紧邻的)在博弈涌现涌生事物的支配意义趋势及其支配过程的开显，称为“旋”。旋，
包括了运动趋势及运动，对应的为支配意义趋势及支配过程。运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质的分形趋势及
分形机能开显；另一部分是涌生物支配趋势及其支配机能开显。本质来说，这两者是统一的，前者是潜
在的，后者是潜在的显在，它们联结的纽带是分形和整形的统一。从这一方面来说，运动包括运动趋势
和运动两部分；分形趋势和涌生物支配趋势称为运动趋势，而分形开显和涌生物支配开显，称为通常的
“运动”。旋，在开显的时候具有运动的形式及其一切属性，在不开显的时候具有运动的趋势和准备。
在彻底系统思想下，物质的研究可以这样：物质看做一个秩点，该世界秩点具有三个方面，即质、
道、旋。“质”是事物的内在的本质的那种归根结底的追求；“道”是相应“质”所表现出来的涌生事
物，表现两个内容，一个是同道(原质与分形质(紧邻的)的博弈涌生物)，即自涌生事物；一个是异道(质与
其它质的博弈涌生物)，即他涌生事物；“旋”是“质”和“道”同体的运动。在本体论上，任何一个事
物都可以抽象为物质——“潜在”的世界本原统一、同一，这种抽象是直接的、笼统的；作为研究的展
开，任何一个事物也可以抽象为“质道旋共同体”——“潜在”的最高共同开显，潜在的最高的可展开
研究的、统一的开显，它是物质的具体化，准确的说是系统物质的具体化，但它是最高的、统一的开显。
在“质道旋共同体”的最高开显统一之下，任何的发展的开显，哪怕是迈过最高统一开显一步，它也是
“不一”的。因此，作为具体的物质，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但是，所有的世界事物都统一于物质
这个本原——表征世界统一的“潜在”的概念；统一于物质的唯一的最高统一开显模型——“质道旋共同
体”模型。物质，作为一个“潜在”的表征，不开显，我们无法展开研究——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概念
而已，换成其他概念也同样能够表征这个“潜在”，那么物质作为唯一一个能够表征世界最统一本原的
“潜在”是如何可能的？显然，我们只能通过物质的开显来论述它作为世界本原的地位。因此，研究世
界显在的唯一的最高统一模型是必要的，这个模型就是物质的最高统一开显模型。
质，是主要指秩点的质料；质料是事物秩点的根本的一个方面，是事物作为物质的一个最根本的方
面。质料是物质的一种内在规定性，而道料是物质的一种外在规定性，只强调内在规定性，而不强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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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性的物质，不是严格的、完全的物质研究。“质料”和“道料”是物质的两个方面，是同等重要
的两个方面，另外这两个方面“共同时”必然具有第三个方面“旋”；因此物质具有质、道、旋三个方
面。1) 有“质”必有其对应的“道”，有“质”必有“质”的“旋”；2) 有“道”必有承载和携带“道”
的“质”，有“道”必有“道”的“旋”；3) 有“质道”必有“旋”，有“旋”必有承载“旋”的“质
道”。在非彻底系统精神下的哲学研究，显著的具有还原论和机械论方法的影子，要么直接是“质道”，
要么侧重“质料”而忽略“道”(传统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来源)，要么侧重“道”而忽略“质料”(唯心
主义的主要观点来源)，更为主要的是把表征“旋”的运动，作为次于物质或精神的事物，使其脱离了作
为整体的应有的地位。
在这里并不是直接的走向二元论：笛卡儿的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极近乎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
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8]。在这里说物质的“质料面”和“道
料面”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它们是在根本上以它们同体的方式出现的；但是，它们在宏观同等重要的基
础上具有“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规定性”的关系，具有携带者和被携带者的关系，具有“神”和“形”
的关系。因此，质料面和道面，在物质这个统一概念下，既具有同等重要的同一事物的两个面的基本属
性，同时又具有“神”与“形”的两个面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基本关系——内在规定性引领外在规定性、
外在规定性制约内在规定性；“形”要被“神”携带，“神”要被“形”显现，没有神就没有形，没有
形也找不到神。“旋”是物质的延展面，具体的说是“质料面”和“道面”的延展面——延展面主要以
时空纬度来表示，以运动来描述，蕴涵着联系的基本意义。因此，物质是由两个基本面和一个延展面构
成的纺锤状系统解构模型，如图 1。
物质的系统解构成模型来看，物质系统的描述支点是“道”，“道”描述“物质”从抽象到现实开
显及其存在和发展，它向内支撑抽象物质，向外支撑开显物质，并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展现出超循环存
在和发展。
从物质橄榄状系统解构模型来看，质料和道料在物质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在同一面，但区分中心
地位和外在地位，也就是说，物质区分质料物质和道料物质。旋，是由质料和道料、旋点、旋向共同构
成的运动物质体的描述。物质，与质料、道料之间的关系，不仅有模型上的构成关系，更重要的是具有
生成关系，并且质料和道之间具有相互生成关系。旋是这些生成的演化。从图形来看，在物质展开面上
的研究，即对“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的研究，西方称为“本体论”研究，中国称为“形而上学”
的研究。
“形而上”必须在物质展开基本面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物质展开基本面就是以质料为中心(内在)、
以道料为外在围绕的统一体的自分形螺旋发展的研究。因此，人们面对的任何具体事物，都是旋面超循
环轨迹上的具体物质体。

3.3. 物质系统解释模型的“一本三面性”
列宁说：“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7]，根据物质的橄榄状系统解释模型，借用列宁的表
述来看：物质是标志“一本三面性”的哲学范畴。一本，就是世界的本原，世界的根本；三面中的面，
如何理解，可参照矛盾的对立和统一的两个面；面不独立于本，本必须以面显现，三面不能相互独立，
不能各自独立，是一本的三个方面。如果面独立，则世界会走向“一本三源论”，即世界有三个本原，
就容易走向多元论。
一本是三面性的高度综合的高度抽象和提炼，三面是一本的展开、开显和显现。三面中，一面是质
料，二面是道料，三面是旋，三个面不是等同高度的，一面具有逻辑在先的意义，二面和三面具有机能
意义。质面具有分形力，分形力的开显以道为机能，以旋为形式。质道旋是一个共同体，不能独立存在。
任何本都必须展现开显全部三面，只开显一面或者两面的本是不存在的。任何物质都具有“一本三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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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aterial system model of the deconstruction
图 1. 物质系统解构模型

单独的质、单独的道、单独的旋是不是物质呢？不是。从理论上来说，世界上可以有单独的本，但本如
果不开显，则什么也不是——只有一个抽象的仅仅标志本原的称呼；如果本开显，一定是同时开显三面。
世界上任何一个属于本的东西都开显有三面，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属于本，因此，都开显三面性。世界上，
只要开显三面性的东西都是存在的，都是属于本，即属于物质。
世界的存在，只要开显有三面中的一面，必然同时开显其他两面，三面缺一不可。在现实的具体事
物研究中，可以侧重三面的某一面或者某两面——这种侧重走向极端，忽略其他面；比如侧重质面和旋
面的客观实在的研究，侧重道面和旋面的精神唯心论等。一本三面性的系统唯物论，并不是“精神与物
质”的两元论，而是彻底的一元论——唯物论。
一本是物质作为世界本原的潜在统一之本；三面性是物质作为世界最高统一开显的质道旋共同体的
质道旋三面性。物质的系统模型，并不是要把物质具体化、实证化，也并不期望获得“物质是什么”的
完全回答，而只是把物质作为物质且作为展开的系统物质来研究(系统物质的质、道、旋，如同物质一样，
仍是元概念)。“客观实在性”只是物质的描述性属性，抽象的质、道、旋却能够作为物质的系统展开研
究，当然，“客观实在性”必然的包含在系统物质的属性中。
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来看，世界文明是相互统一的，统一为人类文明整体，正因为各国文明可以从系
统物质的一本三面中获得不同的侧重的研究而不脱离物质研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系统物质观的一本三
面性，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文明的整合，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研究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4. 系统物质观下的意识
经典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是显示世界的统一基础，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上，产生了人，并
“产生”了与自己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意识现象。但这一过程的说明并不能让人满意，主要的原因是对
物质的研究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高度——决定了意识的研究不可能令人满意。著者在《系统意识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观的继承和新发展》[9]认为，深入贯彻系统精神，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认为：物质
是显示世界的统一基础，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上，“显现”出了与传统组分事物物质(客观实在性
的实体)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意识现象。从经典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到系统辩证法体系发展的“显现”，
更加精细的阐述了“意识是物质”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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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意识活动是人脑系统中高级涌生事物反映
“反映”概念最初是用来形容光的反射性质的。因为外界客体作用于人的感觉和思维器官后，能
在思维着的头脑中“复制”、“再现”客体，做出了相应的类似光的“反映”；但是，意识这种反映
是基于人体(人脑)系统自组织的需要的能动的反映。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并不是一种“反射”现象，在
本质上是主体和客体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基于人脑系统的涌生事物的自组织过程，是人对周
围环境及自身的一种“能动的”系统自组织的把握，并以意识活动的方式表现。一般意义上来讲，反
映是一切物质普遍具有的特性，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表现和结果；具体的来说，反映是
世界的两种基本形态物质之间或内部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表现和结果。组分事物物质对组分事物
物质的反映为低级反映，在无机界仅仅表现为一物受到另一物的作用所做出的“印记”式的反应；涌
生事物对组分事物的反映为中级反映，比如植物和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涌生事物对涌生事物的反
映为最高级反映，由于高级涌生事物对低级涌生事物的相对纯粹的自组织，使涌生事物在人脑系统中
相对独立显现，形成意识活动；心理、感应在高等动物中才具有这种反映特性，而在人的反映是高级
的能动的意识活动，不但具有心理活动基础，而且更以生产实践、社会交往、语言符号为基础，形成
思维、意识、观念等人所特有的反映的系统形式。人的反映不是消极被动的反映，也不盲目直观的摹
写，已经超越的这些低级的阶段，是最高级的、“能动的”反映。由于高级涌生事物对低级涌生事物
构成的纯粹涌生事物系统反映在人脑系统中的相对独立活动，使具有纯粹涌生事物本质的观念事物(如
神话、上帝、鬼怪等)得以在反映中出现——而本质上是具有某种人系统满足需要的创新的信息模式与
人脑中涌生事物的结合的显现。
意识的本质是涌生事物，意识作为物质的一种基本形态显现的本质过程就是意识活动——笼统的来
讲，体现为人脑的机能。人脑是为的器官，但不是思维的源泉。仅仅有人脑，还不能使意识相对独立
显现出来，还需要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同外在的客观世界(包括组分事物和组分事物携带或组分事物系统
蕴涵的涌生事物信息模式)打交道，使人脑和其它各种反映器官同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才会产生意识活
动。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0]。马
克思提出了观念是物质的，并且是“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并不知道所谓“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
实质上是物质的另一种基本形态的显现。列宁说：“感觉是客观世界，即世界本身的主观映象”[11]。
其揭示了意识活动的本质方式是“映象或反映”，是物质对物质的反映，而不是非物质对物质的反映；
随着系统科学探索深入，是人脑系统中的基于系统的一种基本形态物质(涌生事物)对两种基本形态物质
或两种基本形态物质构成的系统的反映。这种反映，按照传统的说法，仍旧采用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但
这里的“主观”已经是涌生事物的物质范畴)；反映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过程，一般主要包括两
大类：一、涌生事物对组分事物客观实体的反映，通常的对外界的实体事物的感觉和认识，常指低级
感性思维或无意识的反射方面；二、人脑系统中基于脑系统的高级涌生事物对低级涌生事物的反映，
通常的是高级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活动，从系统科学来看是脑系统中，由高级、低级的涌生事物构
成的“纯粹”涌生事物系统的自组织——是高级涌生事物对低级涌生事物的控制束缚的反映过程(这里
的“纯粹”是非完全的，必须有相应的脑细胞组分事物依托)。总的来说，反映的过程是这两大类反映
的综合的、复杂的系统过程。
由于反映的能动性，“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即反映的表现，不同于外在的、未被人脑改造过的
物质本身。总之，人的意识是主观的映象，包括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以及该主观映象在人脑中的再次或
更多次的映象，也包括来自人脑系统本身的涌生事物的映象。传统物质和意识的对立统一，是相对的对
立统一，在本质上都统一于广义物质。因为，意识活动是人脑系统中高级涌生事物对低级涌生事物、涌
生事物对客观实体组分事物的系统活动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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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关于意识的存在
意识在人的头脑中是怎样存在和活动的，这是个哲学问题，也是个脑科学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
证法》中谈到物质的运动形式时明确指出：“终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
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12]。这里面所描述的都是意识的活动表现的过程或机制，不可简单归结为
脑的物理、化学和生理过程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些都没有对意识存在形式的本质进行阐述。列宁在《唯
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13]。这就是说，人的意识
也是运动着的物质。但是，对是什么类型的物质？什么样的存在形式？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进一步阐述。
意识虽然表现的过程或机制是有脑的物理、化学和生理的过程，这仅仅是脑系统的组分事物系统基础上
的脑系统的活动揭示——在这个揭示中，描述了有脑系统涌生事物的特性，但并都“强加”给了组分事
物，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科学的，因而没有发现也得不到意识的存在本质。有人认为，意识是物质运
动的一种形式，这种观点虽然有倾向“系统的涌生事物”的研究可能，但主体上停留在传统物质观点上，
无法突破——认为意识(涌生事物)是“次”于物质的，这种论断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使“意识是物
质的”论断达到科学的自恰的统一。因此，只有在涌生事物基础上，提出：意识是脑系统的于组分事物(脑
的实体事物)平等的涌生事物，才能使“意识是物质的”论断达到科学的自恰统一。总之，意识是物质的
一种基本形态的表现或展现，并不是“次”于物质的。这就是它的存在形式的本质。
意识的根本特性，在各种唯物论哲学中阐述都没有“十分明确”——它就是物质性，即存在性。意识是
人类活生生的精神世界的活动，世界是物质的，它的根本特性必然是物质的，这一点可由系统科学发展下的
系统辩证律的涌生事物来对应而得到事实的证明。当系统科学相对传统科学建立起来，当系统辩证律中涌生
事物相对于组分事物提出，涌生事物相对于传统的物质观而确立——这种确立使传统的意识观得到了在物质
基础上的解释，使这种解释成为一种可能，最终使传统物质和意识的在系统条件下的统一提供了基础。总的
来说，辩证体系下，基于存在辨证基础上，在系统辩证律的基础上，存在体中的涌生事物，存在体中，定在
和变在之间“相互渗透、互为你我”的统一部分——是整体中真正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部分，直
至对立统一整体，这个涌生事物和一般系统中的涌生事物不同，因为，一般系统中能很明显的区分组分事物，
而存在体的组分事物是本身，它的涌生事物主要是自身存在体与自身存在体的组分事物关系，即定在与变在
的关系，涌生事物因而是定在和变在的涌生事物，它统一的是定在和变在的相互关系。这一广泛的揭示，使
意识的原始本质——涌生事物在世界物质中作为与组分事物(实体)同等地位的形态；揭示意识的物质本性。世
界是物质的，它的唯一根本特性是物质性，即存在性——定在性和变在性的对立统一性。意识从“改造过的
物质的东西”到涌生事物的本质，都在阐述意识的物质根本特性，也都从各个层次、各个角度来阐述意识是
物质的。而只有涌生事物的提出，才提供了事实的证明。因此，意识的本质就是物质。

4.3. 意识作为物质的一种形态显现的结构
意识作为人类的活生生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相对于组分事物物质相对独立的复杂的观念活动系统。
意识是人类大脑反映和把握现实世界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总和。人类的意识活动作为一个多水平、
多层次、多向度的观念体系，意识世界的各种内容和形式并不是彼此分离的、杂乱无章的，而是互相有
机地联系的，并具有一定结果和功能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始终贯彻着一种特别功能的狭义意识
——起控制协调人的思维和生理活动的涌生事物的“经常性”的“子系统”，我们称为主控意识。“主
控意识”被认为是人体人脑中的常驻的高级涌生事物子系统。它的本质是涌生事物；它的高级指相对于
初级涌生事物的高级；它的常驻指的是已经相对应人脑的组分事物发展而形成的具有的涌生事物中、相
对独立的对该系统起主要控制和调节作用的子系统，伴随着人脑的存在而一直的经常性的存在；这个过
程与人脑组分事物是同步的，只要人脑形成存在，它就存在；这个涌生事物子系统的功能就是主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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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协调人体机理，更多研究的是控制协调人的思维活动和生理活动。诸如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
断、推理、理论、假说、想象、动机、欲望、态度、目的、计划、观念、信念、理想、情绪、情感、意
念、意志、体念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生活等等，都是主控意识协调或控制人的思维活动的意
识系统结果表现，或协调或控制人的生理活动的意识系统同生命系统结合的表现。主控意识是高级涌生
事物聚合体，在人脑思维活动或意识活动弱的时候(比如睡眠时候)，被相对分散的由相应的脑细胞组分事
物携带(主要携带涌生事物当量，包括信息模式)；当人开始思维或意识活动时候(比如醒来)，相应脑细胞
将迅速释放相关涌生事物当量及信息模式，继而迅速形成高级涌生事物并在脑系统组分事物体系的作用
下迅速形成“聚合体”——形成“主控意识”对整个人脑的思维活动和意识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
在以主控意识为主导的意识活动系统中，意识世界有几个基本结构：
第一，由意识反映的对象而形成的内容结构。人们的意识和观念并不是无中生有或纯粹凭空想象的，
而是现实活动着的人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的能动反映，其主要是人们掌握和处理自己同周围现实
世界的关系的一种方式；因此，意识的内容由人外部世界、人体内部世界以及人同人体内、外部世界的
相互关系所直接规定的，这是意识世界的最基本的对象结构，所得到的反映是意识最基本的内容结构在
人脑系统中以涌生事物系统的形式显现。在这个层次的意识内容结构中，主控意识并没其多大的主导作
用，基本上由意识系统中的各种普通分子系统来共同完成。
第二，由主客体关系内容而形成的意识反映的功能结构。意识根据主体现实地改造周围客观世界的
实践活动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归根结底是为合理有效地控制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服务，因此，在这个
意识层次的内容结构中，主控意识其主要作用，主要体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知性关系，主要回答和解
决外界课题本身“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并且显示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评价关系。是一种在主
控意识下的意识系统的实践层次，着重解决主体于世界系统汇总“怎样做”和“如何做”的问题，达到
认知意识、评价意识和实践意识的统一，即知、情、意的统一。
第三，由意识系统自身子组织的活动形式和水平而形成的意识反映的形式结构。世界的复杂性和人
类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意识活动能力和表现形态的多水平和多层次。在这个层次，主控意识高度的、
有效的运用，并且其目的主要是对较纯粹涌生事物系统本身进行调节和控制，或者通过较纯粹涌生事物
系统间接对外部组分事物进行调节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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