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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y person is one element of the human beings which constituted by person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selves. The huma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construct the society. Humans live
in the human society, which continues in the people’s life. The ultimate force of the human society
system is people’s self-difference-formative-force, the kernel force is society system’s social contract things (self-structured-contractual-emerging things of the society existed in the form of the
system) whole contracted dominate force. The game and compromise of two forces bring up human society system’s “society force”, and drive human society system to evolve and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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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社会系统中的“社会力”

摘

要

人是人类的一份子，人与人构成人类，人与人生成社会；人在人类社会中生活，人类社会在人的生活中
延续。人类社会系统的根本力量是人的自分形力，核心力量是社会系统的社约物(社会以系统形式存在的
自组织契约性涌生事物)整形支配力，两者的博弈妥协造就了人类社会系统的“社会力”，推动着人类社
会系统演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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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恩格斯指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
强制和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
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1]社会力和自然力是相
对区别的，社会力侧重于系统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力，而自然力侧重于可分的机械力，它们遵循同样的被
人类认识的规律。对自然力，人类的认识已经较为丰富和成熟；对社会力量，人们虽揭示了部分规律但
尚未充分地科学地认识和研究它们，还没有充分理解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以至于未能充分驾御它
们。那么，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力量的“它们”是什么呢？传统科学对社会力量中“它们”的回答并不能
让人们满意，这给系统科学思维出场提供了舞台。这里根据《系统涌生原理》[2]一书中提出的一般系统
分形和整形等基本原理探讨社会系统的社会力研究。

2. 人类社会系统观
贝塔朗菲认为：“社会学及其有关领域实质上是研究人类集团或系统，从家庭或工作组等小集团，
经历无数正式非正式组织的中间单位，到国家、势力集团、国际关系这样最大单位。许多提供理论表述
的尝试都是系统概念这个领域中的某个同义语的阐述。最终人类历史问题将会是系统观点的可能最广泛
的应用。”[3]人对自身的研究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始终的。然而，在整个人类知识中，人对自身的知识
是缺乏的，原因之一是纯粹传统科学方法在研究人类自身方面存在机械论的局限。系统科学在反对还原
论和机械论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这给人类自身研究带来了新方法和新工具。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
系统遵循共同的一般系统原理。在自然界系统中，由于缺乏有效相对独立涌生事物(意识)，物自体系统可
近似地认为是无意识的和盲目的，相互之间通常以机械关系形式存在；在人类社会系统中，人类创造历
史的活动是人在高度相对独立涌生事物(意识)支配下的自分形活动，因此一般系统人是有意识地自觉追求
目的的，人类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涌现支配规律蕴藏在其中。由于人是社会力量的主体，因此需要在研究
一般系统人的基础上探讨社会力。
世界是系统的，这个世界除了系统之外，你看不到别的。石头、植物和动物等系统的区别，在于各
系统的基质层级差异及其对应涌现机能的性质和能力强弱不同。石头具有低层级基质及其相应的弱系统
涌现机能(矿物特性)；植物相对于石头来说，具有略高层级基质及其相应的略高级系统涌现机能(植物本
能)；动物相对于植物来说，具有较高层级基质及其相应的较高系统涌现机能(动物意识)；人类相对于一
般动物来说，拥有脱离动物的人类基质及其相应的最高级系统涌现机能(人类思想)。它们对应的系统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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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级别是依次越来越高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不论任何系统都具有涌现机能，只是涌现生成的机能
层级、性质和强弱不同而已。
通常地，复杂系统是指具有不同层级基质及其差异性质自组织涌现机能的层次结构功能的整体性汇
聚。人是一个复杂巨系统，遵循一般系统唯物辩证的涌生演化规律。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人的
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4]；因为，“人的本质……实际上，它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5]这里认为：人类社会系统包括人、物质、社约物，“人的社会特质”的直接载体是
“社约物”，根本载体是人，社约物就是“一切共同相互社会关系的整合”的抽象相对虚构独立物——
它支撑着整个人类社会的系统形态，标识着整个人类社会的系统意义，贯穿着人类超循环演化发展的整
个过程。

3. 人类社会系统的核心社会力
恩格斯指出：“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
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6]他又指出：“历史是
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构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
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
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6]这里，恩格斯指出了人类社会系统的共同合力——来
自系统内每个人的自发的和自觉的自分形及其相互之间的博弈，他把每个人参与博弈并贡献给“共同”
的作用看作合力，但他把力与力相互作用的情况用“平行四边形”法则来求合力——这是具有当时社会
科技(机械论和还原论)思想局限的。社会系统的合力来源于许多单个的意志、目的、活动，但不等于许多
单个意志、目的、活动的简单相加；系统科学研究中，将这个非简单和的“合力结果”相对独立称为人
类社会系统契约性涌生事物(社约物)，社约物具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而
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
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
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6]人类历史和自然过程
都服从一般系统的涌生事物生成规律，在此基础上，自然过程侧重于涌生事物可忽略的机械整形，而人
类历史侧重于涌生事物不可忽略的复杂系统整形——此称为社约物整形支配。社约物就是这个“结果”，
是人类社会系统的作为一个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个“产物(社约物)”
来源于任何一个人的愿望与任何另一个人愿望相互妨碍的博弈(常常生成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即社约
物)；这个“产物(社约物)”对任何一个人都具有协同保障服务和区别控制约束的整合支配作用，其中协
同服务保障是指“协同放大个体存在意义、保护和保障个体、满足和服务个体等”，区别控制约束是指
“以共同利益或演化方向为参照，有区别的对演化个体的差异进行控制调整以及约束规范、斗争等”。
可见，人类社会系统涌现出的这个“产物(社约物)”就是社会力量的核心力量内容。

4. 人类社会系统的根本社会力
“人类的历史是不断地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7]，人类在自然界系统自分形最大化的内容包
括“不断地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从而实现间接的自我最大化。人类历史和自然过程共同遵循
的自分形规律，对自然过程的表现研究详见《系统涌生原理》相关内容，对人类历史的表现研究，正如
恩格斯说：“各个人的一直——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情况(或
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6]，就绝对而言，“愿
望”是各个人自分形规律支配的本我目的指向，虽然并不一定达成自己的愿望，但并不影响愿望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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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愿望的产生，因为这是各个人自分形存在并作用的本性。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
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6]因此，“各个人存在自分形作用(愿望、意志
与实践)”是社会力量的根本动力内容。
“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6]。恩格斯同时指出：“人们所预
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这样，无数的单个愿
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
况……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来说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
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6]。这是对“各个人自分形博弈产生社约物”
的阐述和理解：一方面，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博弈中涌现生成社约物，另一方面，相对
独立的社约物隐蔽的或显现的支配着“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违背这个规律常常是可悲
的。一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他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了一首短诗：在德国，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公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
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人无视社会系统社约性协同支配下的责任和义务(社会
系统自我契约)的悲惨结局。社会系统的社约性来源于你我，而不能把你我单独割裂，否则失去了系统意
义；不能在你需要的时候想起了社会系统的社约物的服务保障和帮助，而在所谓的不需要时，不释放社
约物赋予的应当自觉产生并提供的义务和付出——冷漠和自私是社约物正义性的毒药。

5. 人类社会系统社会力的“最小作用量原理”
任何物质、任何事物、任何系统，都是以超循环螺旋的一般运动形式出现、存在和发展的。分形力
和整形力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超循环将使世界成为多元化世界。只有分形，那么，我们只会看到单调的世
界；由于分形与涌生事物整形存在的共同作用，可以看到“从夸克到美洲豹”的世界。分形力和整形力
的超循环相互作用是世界一般系统运动形式的系统描述，是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系统化描述。物
质秩点自分形力是世界运动的自我动力——它自然的具有一种自我最大化显现的趋势。具体的来看，分
形最大化表现为最小作用量原理——可以表现为指某一系统在该系统目的态下消耗的总的物质、能量和
信息最小。通常在实际中对某一目的态下消耗的能量进行研究，即系统内诸多秩点组分能够以最小的“能
量”实现最大的价值目标。正如乌杰教授说：“凡是符合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物质都是和谐的。”杨贵通
教授于 2008 年第 1 期《系统科学学报》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探讨——系统辩证学原理的应用》一文
中就乌杰教授的观点给出了必要的数学证明。
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力量中的“它们”是系统的和复杂的，自分形是“它们”中的根本动力，社约物
整形力是“它们”中的核心力量；根本动力要以人类系统共同的核心力量显现，社会系统核心力量要靠
个体根本动力推动。在社会系统中，一般系统人自分形最大化同来自系统的整形是需要博弈妥协的，即
获得人类在社会系统中实践的“最小作用量原理”。因此，一般系统人应当学会控制在社会和自然系统
中的自分形最大化的“主观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
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
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
行这种物质变换。”[8]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中，一般系统人自分形最大化与受更大系统的自约物整形的博
弈，生产力来自人同自然界的自分形力，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系统共同关系(社约物意志)的内容，会出现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这一宏观规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关系是一个从适应
到不适应再建立新的适应的过程，“适应”是博弈妥协和谐范畴，超越了这个范畴，博弈就会激化到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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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对抗，造成原有的社约物模式质变，造成原有关系的破裂，出现生产关系社约物遭破坏，或者出现新
的社会模式主导社约物下的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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