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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但对动植物的演化提供了说明ꎬ而且还对人类历史的进化提供了解释ꎮ 与动

植物依靠生物遗传特性对自然的适应相比ꎬ人类社会对自然的适应有赖于“非生物遗传特性”ꎬ生活与生产的艺

术、政治组织、道德文化均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ꎮ 三者之中ꎬ被马克思视为“社会的生产器

官”的生活与生产的艺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起着决定性作用ꎬ政治组织、道德文化要受生活与生产的艺术的

制约ꎮ 达尔文的社会历史观是“近历史唯物主义的”ꎬ与将人类社会生物学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有明显区别ꎬ
达尔文本人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ꎮ 与唯物史观相比ꎬ达尔文的历史观也存在明显缺陷ꎬ如达尔文对阶级斗争

缺乏解释和说明ꎬ之所以说达尔文的历史观是“近历史唯物主义”的ꎬ是因为它还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水平ꎬ它
只是唯物史观“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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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在评论达尔文进化论时说:“在达尔

文的学说中我接受他的进化论ꎬ但是我认为达尔

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

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

的说明ꎮ” 〔１〕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将进化论视为唯

物史观的自然科学基础ꎬ而且在论述社会历史演

进的时候也吸收了进化论的观念ꎬ在他们的文本

中经常出现“经济进化” “公社的进化”等术语ꎬ
这表明“进化”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不只是生物

学概念ꎬ还有其社会历史内涵ꎮ 事实上ꎬ达尔文

本人也没有将进化论局限在生物学领域ꎬ他曾将

进化论观点运用于对人类社会的解释ꎬ达尔文的

社会历史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近唯

物史观”的ꎬ之所以称其是“近唯物史观”的ꎬ是
因为它只是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初步”“不完善”
地说明ꎮ Ｐａｕｌ Ｎｏｌａｎ 认为ꎬ唯物史观与进化论存

在汇通之处ꎬ他甚至称唯物史观为“准达尔文主

义的历史观”ꎮ〔２〕 探讨达尔文对社会历史演进的

解释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唯物史观与进化论生物学

的关系ꎬ丰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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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达尔文晚年在«达尔文回忆录»中叙述了他

创立进化论的历史过程ꎬ“我偶尔翻阅了马尔萨

斯的«人口论»一书ꎻ当时ꎬ我根据长期对动物和

植物生活方式的观察ꎬ就已胸有成竹ꎬ能去正确

估计生存斗争的意义ꎬ马上在我头脑中闪出一个

想法ꎬ就是:在这些(自然)条件下ꎬ有利的变异

应该有被保存的趋势ꎬ而无利的变异则应该有被

消灭的趋势ꎮ 这样的结果ꎬ应会导致新物种的形

成ꎮ 因此我获得了一个用以指导工作的理

论”ꎮ〔３〕这个观念被后人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ꎮ
在达尔文那里ꎬ“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是

生物界普适的概念ꎬ不但动物植物如此ꎬ人类也

同样如此ꎮ 人和其他的动植物一样都会繁衍出

比再生产自身数量多得多的后代ꎬ像人类这样繁

衍较慢的生物在 ２５ 年的时间里数量也会翻上一

番ꎮ 按照这个速度ꎬ几千年后ꎬ地球上人类将没

有立足之地ꎬ而实际上任何一个物种上一代和下

一代在数量上并无多大区别ꎬ这意味着物种之间

必然存在着生存竞争导致其数量的折损ꎮ 与马

尔萨斯一样ꎬ达尔文认为ꎬ“人也罢ꎬ低于人的动

物也罢ꎬ在它们中间通行着相类似的一些遗传法

则ꎬ人在数量上的增长率倾向于比他的生活资料

的增长率为快”ꎬ〔４〕因此ꎬ人类常常受到严酷生存

竞争的折磨ꎮ 由于人口爆炸的必然性及其所带

来的不可避免的人口压力ꎬ达尔文得出结论ꎬ稀
缺资源条件下的竞争必然会导致“适者生存”ꎬ
而适者通常比不幸运的竞争对手更聪明、更多

产ꎮ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ꎬ那些最聪明、能
发明与运用最好的武器和陷阱网罗、最善于自卫

的人ꎬ才能生养出最多数量的子女ꎮ 拥有这种天

赋人口越多的部落在生存竞争中就越处于优势

地位ꎬ其人口数量将会越来越多ꎬ最后把其他部

落取代ꎬ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ꎮ 动

植物间的生存竞争将物种中的弱者给淘汰了ꎬ同
样ꎬ生存竞争也把部落中那些身体羸弱、智能低

下的人给淘汰了ꎬ经过生存竞争选择的人健康、
聪明、充满活力ꎮ

达尔文对文明社会采取各种手段对弱者进

行救济感到非常担忧ꎬ他认为ꎬ文明社会千方百

计地阻碍自然淘汰的进行ꎬ医疗的进步、福利的

改善给各种痴愚残废之辈以生存和繁殖的机会ꎬ
但这些人本来应该在自然选择中淘汰死亡ꎮ 社

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斯宾塞也曾对再分配税

收和福利条款帮助“不适合”生存的人进行过猛

烈的攻击ꎮ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此种观念被种族

主义及优生学利用ꎬ如今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广泛

的领域内依然存在ꎮ 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

著作«钟形曲线»一书就宣称ꎬ收入与智商密切

相关ꎬ黑人平均智商较低ꎬ难以从事高报酬的精

英工作ꎬ言下之意ꎬ黑人的贫困与国家、社会无

关ꎬ而是基因导致、自然造成的ꎮ «钟形曲线»等
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作是为美国社会的种族

不平等做辩护的ꎮ 乍看起来ꎬ达尔文对医疗和社

会福利的看法与冷酷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没什么不同ꎬ但这种态度的相似性ꎬ并不意味着

观点的一致性ꎬ达尔文并不是一位社会达尔文主

义者ꎮ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大缺陷是只考虑了人

的生物学性质ꎬ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学特点ꎬ他们

“脱离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来谈论生存竞争、
自然选择ꎬ对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在选择中的作

用很少给予关注ꎮ 在他们看来ꎬ“人类制度虽然

是给人类以许多祸患的明白而有力的原因ꎬ但那

实际上是一个轻而表面的原因”ꎮ〔５〕 达尔文不同

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ꎬ他虽然是生物学家ꎬ但他

在谈到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的时候ꎬ就超越

了一般的生物学视角ꎮ
达尔文认为ꎬ资本的积累和传递在人类的生

存竞争中有着重大的作用ꎮ 人与动物不一样的

地方在于人可以把自己积累的财富传给下一代ꎬ
从而使下一代在生存竞争当中取得优势ꎮ 当人

们变得富有之后ꎬ其子女便可自由地从事各种职

业ꎬ其中身心强健者更可比父辈取得更大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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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ꎮ 从国家的层面看ꎬ财富的积累可以使一部分

人脱摆脱养家糊口的劳作ꎬ去从事各种科学研究

工作ꎬ社会便可拥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与训练的

人ꎬ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的进步ꎮ 没有资本的积

累ꎬ生产和生活便不能进步ꎮ 同样ꎬ国家间的竞

争也是以资本竞争为基础的ꎬ“文明的各族类主

要是通过资本积累的力量ꎬ才得以扩张他们的优

势ꎬ使势力范围越来越大”ꎬ从而将一些“低
等”的民族取代ꎬ从这方面来看ꎬ资本的积累ꎬ
“财产的继承本身远不是一件坏事”ꎮ〔６〕 达尔文

认为ꎬ财富与生存竞争的关系是复杂的ꎮ 有人为

了财富和权力的不断增长ꎬ专娶作为继承人的独

生女为妻ꎬ但这种独生女本人往往生育力不旺ꎬ
甚至根本就生不出孩子来ꎬ因此ꎬ经常出现一些

名门望族的嫡系绝嗣而传不下去ꎬ以至于财富落

到了旁支的手里ꎮ 尽管文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自然选择的作用ꎬ但二者之间却并非是矛

盾冲突的关系ꎬ人们可以发现ꎬ文明社会的人总

是要比野蛮人强壮一些ꎮ 可以看出ꎬ尽管同样强

调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作用ꎬ但是作为生物学

家的达尔文并没有简单地进行生物学解释ꎬ这与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存在很大差别ꎮ
社会达尔文主义虽冠以达尔文之名ꎬ然而达

尔文本人并不是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ꎮ 历史

上ꎬ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实际上在

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之前就已经形成ꎬ更重

要的是后来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是部分甚

至片面地利用了达尔文的思想ꎬ正如彼得狄肯

斯指出的ꎬ“甚至直到达尔文直接影响社会理论

的时候ꎬ他也只有部分思想被采用和发展了ꎮ” 〔７〕

尽管这些思想来源于达尔文ꎬ在某种程度上ꎬ可
以称之为达尔文主义ꎬ但是ꎬ它们并没有完全代

表达尔文本人的观点ꎬ其对社会历史的解释在很

大程度上偏离了达尔文本人的思想ꎮ 达尔文在

«达尔文回忆录»中谈及他与斯宾塞的关系时ꎬ
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有过一番评价ꎬ“在斯宾塞的

著述中ꎬ找不到有价值的东西可引用到我的著作

中去ꎬ他用于解释任何问题的演绎法ꎬ全然同我

的思想体系有冲突”ꎮ〔８〕 达尔文明确否定了他本

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关联性ꎬ因而可以断定达

尔文绝不是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ꎮ

二、非生物遗传特性

自然选择理论的核心是ꎬ在生物与自然环境

的关系中ꎬ凡是能够提高其繁殖成功率的遗传特

征往往容易被保存下来ꎬ任何生物其形态、生理

或行为的变异如果能改善或提高成活率ꎬ那么自

然将使这些变异保存下来ꎮ 如果环境保持不变ꎬ
这些具有新的形态、生理或行为的生物将在生存

竞争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ꎮ 尽管生物的变异是

随机的ꎬ但是自然倾向于选择那些有利于生物生

存的变异ꎬ从而某一物种的变化会呈现出一定的

方向性ꎮ 尽管ꎬ 随着时间的演进ꎬ 可能出现

Ｄａｗｋｉｎｓ 所谓的“红皇后效应”ꎬ如在动物界被捕

食者的速度不断加快ꎬ与之匹配的捕食者的速度

也在不断加快ꎬ物种的相互竞争抵消了生物的适

应性改进ꎬ从而使得生物在实际生存和繁殖方面

并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ꎬ但是种群的相互竞争导

致了生物的适应性改善ꎬ总体上是有利于生物生

存的ꎮ
生物的适应性改善主要在于其形态、生理和

行为对环境的有利性变化ꎮ 在«资本论»中马克

思从形态学的角度谈论了生产器官问题ꎬ“达尔

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ꎬ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

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ꎮ
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ꎬ即每一个特殊社会

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ꎬ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

吗?” 〔９〕在这里ꎬ马克思将动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

改变称之为自然的工艺史ꎬ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

性改变称之为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ꎮ 马

克思的这一对比有两层含义ꎬ第一ꎬ生物的进化

和人类社会的进化是有可比性的ꎬ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ꎬ恩格斯才把达尔文发现有机界发展规律与

马克思发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相提并论ꎻ
第二ꎬ马克思认为ꎬ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与人类对

自然的适应存在不同的机制ꎬ表现为不同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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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ꎮ 动物是用自然的生产器官适应环境ꎬ人则是

以社会的生产器官适应自然ꎬ将自然器官转变为

社会的生产器官ꎬ实现了从生物界到社会历史领

域观察视角与视域的切换ꎮ 在«资本论»中ꎬ马
克思曾细致地对两种器官的类比做了说明ꎬ“达
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中ꎬ谈到动

植物的自然器官时指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

不同的工作时ꎬ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

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上的细小差异的保存

或抑制ꎬ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

时那样小心ꎮ 比如ꎬ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刀ꎬ大体

上可保持同样的形状ꎬ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ꎬ
如作另一种用途ꎬ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ꎮ” 〔１０〕

马克思在这里用动植物器官作比喻解释了生产

工具因其工作目的而出现的演进变化过程ꎬ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将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演化与达

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作了区别ꎮ
人类历史演进可以作两种解释:其一ꎬ遵循

进化论的生物学解释ꎬ将人类社会的演进归结为

“生物人”形态、生理与行为的变化ꎬ如人的脑容

量的增长、直立行走与双手的解放ꎬ这些变化是

由基因变异来解释的ꎻ第二ꎬ依照马克思“社会的

人的生产器官”的思路ꎬ从生产的角度来解释人

类社会的演进ꎮ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ꎬ“动物所能

做到的最多是采集ꎬ而人则从事生产ꎬ人制造最

广义的生活资料ꎬ因此ꎬ把动物界的生活规

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ꎮ〔１１〕 这条思

路主要是从生产和生活工具的发明和改善来说

明社会进步的ꎬ如火的使用、动植物的驯养、金属

的冶炼等ꎮ 马克思就是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的

演进的ꎬ达尔文论及人类社会演进时遵循的是与

马克思一样的思路ꎬ此一思路我们称之为“近唯

物史观”ꎮ
在达尔文看来ꎬ人类与其他动物存在的一个

重要差别ꎬ就是人类“非生物遗传性”行为的变

化和积累也能有利于“生存竞争”ꎬ从而达到“适
者生存”的效果ꎮ 这种“非生物遗传性”行为的

变化和积累尽管不能在生物学上遗传ꎬ但是可以

通过文化进行传播ꎬ让拥有这种新的行为特征的

群体具有生存和繁殖优势ꎮ 生存竞争的优势表

现为人口的数量增多和质量提高 (寿命的延

长)ꎬ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与生活资料的数量和质

量密切相关ꎬ而生活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与生产力

水平紧密关联ꎬ“人口数量第一要靠生活资料的

来源ꎬ而生活资料的来源部分要靠所在地区的自

然性质ꎬ而在更高的程度上要靠人们在这地区所

实行的种种生活与生产的艺术”ꎮ〔１２〕自然条件对

人类的生存有很大影响ꎬ但影响更大的是生活与

生产的艺术ꎮ 达尔文的这个论述显然是生产力

优先原则的一般性陈述ꎮ 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

定了特定自然条件下人口的数量和生活的质量ꎮ
与人的生物遗传性相比ꎬ生活与生产的艺术属于

人类社会的“非生物遗传特性”ꎬ这种“非生物遗

传特性”也是可以“遗传”的ꎬ通过文化的传播ꎬ
实现其在长幼和地区之间的传递ꎬ从而使得那些

有利于人对抗自然的生产技术得以散播开来ꎮ
在马克思那里ꎬ“技术的发展可以作为社会

发展的一个标志”ꎬ〔１３〕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

演化理论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ꎬ在不同的

自然环境(地理环境、气候、生态)中ꎬ较发达的

生产技术取代了较不发达的生产技术ꎬ从而使社

会发生了相应的变化ꎮ 社会形态的更替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由生产技术加以描述ꎬ“手推磨产生

的是封建主的社会ꎬ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

的社会”ꎮ 有学者就主张从技术角度对社会形态

进行划分ꎬ他们认为ꎬ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依次经

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
电气时代、电子时代ꎬ或经历了渔猎社会、农业社

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不一而足ꎮ 达尔文的

“非生物遗传特性”理论也得出了与马克思主义

基本相同的结论ꎮ

三、生产力优先与文化解释

按照达尔文的观点ꎬ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既取

决于生物器官形态和功能的变化ꎬ也取决于生物

行为方式的变化ꎬ与之相应ꎬ人类对自然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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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取决于两个方面:１. “社会的人的生产器官”
的变化ꎻ２. 社会的人的行为方式的变化ꎮ 这两个

方面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植物世界的“非生物遗

传特征”ꎮ 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艺术及人类

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组织与文化道德因

素在人类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ꎮ 文明和野蛮的区别表现在生产与文化

两个方面ꎬ野蛮社会不但在生产上极为落后ꎬ而
且在道德观念上ꎬ也去文明甚远ꎮ 在«人类的由

来»中ꎬ达尔文曾对早期野蛮社会进行过描述ꎬ野
蛮时代几乎没有手工艺ꎬ人们像野兽一样ꎬ抓到

什么就吃什么ꎬ“他们没有政治组织ꎬ除了自己的

小部落中的人以外ꎬ对谁都可以加以残杀”ꎮ〔１４〕

(一)生产力优先原则

人类社会的进步ꎬ主要表现为生产和文化的

进步ꎬ其中生产工具的进步是第一位的ꎮ 惠特雷

主教主张ꎬ人进入世界之初便是以文明的姿态出

现ꎬ所有的野蛮人都是经历了堕落才成为野蛮人

的ꎬ正如圣经“失乐园”神话所暗示的那样ꎮ 达

尔文认为ꎬ人类从高级倒退到低级的观点ꎬ从进

化论的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ꎬ相反ꎬ人类社会总

体而言是向前进步的ꎬ文明民族、文明国家都是

从半开化的阶段进化而来的ꎮ 达尔文引用当时

考古学材料证明ꎬ人类从很“荒远”的时代走来ꎬ
经历过石器时代ꎬ“在欧洲所有的地方ꎬ东尽希

腊ꎬ在巴勒斯坦、印度、日本、新西兰ꎬ在非洲ꎬ包
括埃及在内”ꎬ都曾发现大量的石器ꎬ“中国人和

古代犹太人以前也曾使用过石器”ꎮ〔１５〕 如今文明

的民族和国家正在取代一些半开化的民族和国

家ꎬ主要靠的就是各种“生活与生产的艺术”的

进步ꎮ 文明的进步与对生产艺术的“非生物性遗

传”密切相关ꎮ 达尔文认为ꎬ人是有理智能力的ꎬ
如果一个部落中某个人比别人更聪明一些ꎬ发明

了一种新的捕杀动物的网罟机械或武器ꎬ或者其

他进攻或自卫的方法ꎬ在生产生活或战争中获得

了便利ꎬ这会使得该部落其他成员争相效仿ꎬ埃
尔斯特曾以造船为例说明了技术的传播过程ꎬ
“一个造船师可能非常熟练ꎬ但他永远不会得到

两条完全相同的船ꎬ即使他努力做到这一点ꎮ 以

这种方式产生的变化可以称为偶然变化ꎮ 但是ꎬ
即使是非常小的变化ꎬ在航行过程中也通常是显

而易见的ꎬ因此ꎬ海员们注意到这条船已经改进

或更为方便ꎬ他们应该建议选择这条船作为模

仿ꎮ 当新的、被植入的形式的想法最初被激

发出来的时候ꎬ一系列谨慎的实验ꎬ每一个都涉

及极其微小的变化ꎬ都能带来一个愉快的结果ꎬ
那就是从造船者的棚子里出现了一艘所有人都

想要的船”ꎮ〔１６〕 重要的是ꎬ每一个新的重要的发

明都会导致部落人数的增加ꎬ这对没有获得这种

发明的部落形成了技术优势ꎬ技术的扩散和传播

带来的是新部落对旧部落的取代ꎬ不管是以和平

还是战争的方式出现ꎮ 达尔文认为ꎬ生产能力的

提高会令繁殖成功率同时增加ꎬ这更利于新技术

的传播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渐

扩散并得到普遍运用ꎮ 生产力无疑是影响人的

生存和繁殖最重要的文化变量之一ꎬ生产工具越

先进ꎬ每单位劳动就会产出更多的水、食物、衣
服、住所和生产所需的工具ꎬ人们生存下来并繁

殖后代的可能性就会更大ꎬ在同其他部落和文化

的生存竞争中将处于优势地位ꎬ随着时间的推

移ꎬ人口和生产力将出现累积上升的趋势ꎬ从而

引发社会形态的更迭进步ꎮ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

解释ꎬ可以认为ꎬ“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ꎬ更具适

应性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是具有生产优势的社会

形态ꎮ” 〔１７〕

(二)政治组织与文化解释

达尔文认为ꎬ社会人的行为方式的变化、人
类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和伦理道德

观念在人类对自然的适应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ꎮ 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ꎬ建设农业社会时拥

有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对提升生产力有利ꎮ 然而ꎬ
只有当社会出现了等级结构及强制机制的时候ꎬ
大规模水利系统的建设才有可能ꎬ因而那些等级

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比原始的平等社会更有可

能建造灌溉系统ꎬ而灌溉系统建成引发的生产力

的提高ꎬ也会使那些缺乏平等地位的群体的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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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同时得到提高ꎬ导致这种等级分化程度较高的

社会规模反而不断增大ꎮ 原始的平等社会尽管

可以安享平等的好处ꎬ但其生产力水平和繁殖率

较低ꎬ随着邻近种群的扩张ꎬ他们能否长期生存

将成为疑问ꎮ 等级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尽管存

在人对人的奴役ꎬ但由于生产效率提高了ꎬ对氏

族部落社会形成了优势ꎬ可以认为达尔文在一定

程度上解释了氏族部落社会的解体与阶级社会

的出现ꎮ
政治制度对人类的生存适应有很大影响ꎮ

等级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相对于氏族部落社会

更有优势ꎬ但奴役制度总体说来不利于人类社会

的长期繁荣ꎮ 达尔文认为ꎬ“古希腊人所以衰退ꎬ
可能是由于国家的幅员太小ꎬ或由于实行了

奴隶制度ꎬ或由于生活淫侈过度”ꎮ〔１８〕 同样ꎬ近代

西班牙的衰落也同其宗教制度密切相关ꎬ教会的

独身制度和宗教审判制度造成了西班牙的衰落ꎬ
宗教的独身戒律“对连续一系列世代中每一世代

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败坏的影响”ꎬ宗教

法庭“专找思想上不受约束与最胆大敢言的人ꎬ
而加以烧杀或禁锢”ꎬ“仅在西班牙一国ꎬ在三个

世纪之内ꎬ一些最好的人———也就是那些最能怀

疑而提出问题的人ꎬ每年要以一千人的频率

遭淘汰”ꎮ〔１９〕由于民族当中睿智和道德优良的人

口减少导致了西班牙的衰落ꎬ尽管其曾经称雄于

一时ꎬ但还是在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竞赛中远远落

后了ꎮ
在制度之外ꎬ道德文化也会对人的生存适应

产生很大影响ꎮ 起初人类蒙昧无知、推理能力薄

弱ꎬ人们并不知道到底什么对全体社会成员有

利ꎬ因此ꎬ世界上充满了种种离奇怪诞、不可名状

的风俗和迷信ꎬ甚至在一些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

民族国家里ꎬ仍有种种落后的风俗和迷信ꎮ 站在

进化论的角度ꎬ文化和道德本身是功利性的ꎬ好
的道德与文化有利于群体的生存ꎬ反之ꎬ坏的道

德和文化不利于群体的生存ꎮ 对一个部落而言ꎬ
高标准的道德对部落中的某些成员不见得有多大

好处ꎬ甚至没有好处ꎬ但是“对整个部落来说ꎬ

道德标准有所提高ꎬ却肯定是一个莫大的好处ꎬ
有利于它在竞争之中胜过另一个部落”ꎬ〔２０〕 随着

经验和理性能力的进步ꎬ好的道德文化受到舆论

的推崇ꎬ与之相反的操行则受到人们的谴责ꎮ 据

达尔文观察ꎬ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伴随着人类道德

标准的提高的ꎮ 野蛮时代人类的同情心仅限于

部族的内部ꎬ除了自己部落的人之外ꎬ对谁都可

以残杀ꎬ“在文明初创的种族里ꎬ对陌生人的抢劫

一般被认为是颇有光彩的事情”ꎬ〔２１〕随着社会的

进步ꎬ人们将同情心“变得越来越细腻ꎬ越来越广

被ꎬ达到了一切种族的人”ꎬ不但惠及智能薄弱、
肢体伤残的人士ꎬ甚至最后“达到了低于人的动

物———与此同时ꎬ他们的道德标准也变得越来越

高”ꎮ〔２２〕“社会道德的种种品质就这样地倾向于

缓缓地向前进展而散布整个世界”ꎮ〔２３〕 达尔文认

为ꎬ道德的演进从根本上来说是功利性的ꎬ它本

身经历了一个有意无意地选择过程ꎮ
道德和文化的功利性表明了文化与生产的

关联性ꎮ 在文化起源问题上ꎬ达尔文有两条思

路ꎬ第一ꎬ文化与生产的艺术相关ꎬ是在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ꎬ这样的文化服从于环境对人的自然选

择ꎬ它有很强的功利性ꎻ第二ꎬ文化与性选择相

关ꎬ服从审美原则ꎮ 达尔文认为文化还有一个来

源ꎬ它来自性选择ꎮ “必须充分地承认ꎬ许多鸟类

和某些哺乳类的母的动物居然会有天赋的足够

的鉴赏能力来领略装饰之美ꎬ” 〔２４〕雄性动物为了

吸引异性获得繁殖的机会ꎬ不但进化出强健的体

态、艳丽的颜色、犀利的战斗武器ꎬ而且为此创造

了文化ꎬ攀鲈类的斗鱼ꎬ雄鱼会在水面上吐泡泡

筑成鱼巢以吸引雌性ꎬ鸟类中的大多数雄鸟会以

声音或肢体做出滑稽古怪的表演来显示它们的

魅力ꎮ 人类不但懂得自然之美ꎬ还懂得文化之

美ꎮ 人类社会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审美行

为ꎬ以求得异性的青睐ꎬ审美文化未必与生产相

关ꎮ
达尔文认为ꎬ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性选择密

切相关ꎬ性选择和自然选择一样ꎬ都是为了生产

出健康优质的后代和提高繁殖率ꎮ 但是ꎬ许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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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特征ꎬ如明亮的色泽、美丽的装饰等ꎬ必然要

给雄性带来极大的危险ꎻ当鲜明的色彩或其他显

著性状的变异危及动物本身的生存时ꎬ就会通过

自然选择将其淘汰ꎬ从这个角度而言ꎬ性选择是

受自然选择的支配的ꎮ “有一些第二性征被证明

为高度有害ꎬ则自然选择会做出决定ꎬ不让

他们取得这一类性征ꎬ作为经久的东西”ꎮ〔２５〕 人

类的文化行为也是如此ꎬ一旦文化审美的需求与

生产原则相冲突ꎬ它必然会被生产原则所淘汰ꎬ
正如唯物史观的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原则的冲突

一样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达尔文的历史观是近

历史唯物主义的ꎬ尽管他没有使用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概念ꎮ

四、问题与局限

作为生物学家ꎬ达尔文并没有专门思考人类

社会演进的问题ꎬ因而其社会历史观念在很多方

面仍然有需要反思和改进的地方ꎬ正如恩格斯所

言ꎬ“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ꎬ所以ꎬ毫无疑问ꎬ进一

步的探讨将会大大修正现在的、包括严格达尔文

主义的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ꎮ〔２６〕 进化论有

关社会演化的问题也是同样如此ꎮ 达尔文社会

历史观念的缺陷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缺乏对阶级斗争的阐释

尽管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认为ꎬ达尔文

的书“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

学根据”ꎮ〔２７〕但达尔文似乎无意于对人类社会的

阶级斗争发表任何理论看法ꎬ纵观达尔文的全部

书信及«达尔文回忆录»ꎬ他对“阶级斗争”(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几乎未置一词ꎮ 从个人经历看ꎬ达尔文

应该对阶级问题有深刻认识和了解ꎮ １６ 岁时ꎬ
他曾经自愿跟随一个获得自由的圭亚那黑奴学

习鸟类标本制作ꎬ并与其结成深厚友谊ꎬ甚至因

此产生前往美洲大陆进行科学考察的想法ꎬ在乘

坐英国皇家海军“猎兔犬”号周游世界期间ꎬ达
尔文见识了南美奴隶制度的罪恶ꎬ他听说种植园

主卖掉不服从的奴隶的孩子ꎬ见到了奴隶主拷打

奴隶的刑具ꎮ 达尔文一家对奴隶制度都深恶痛

绝ꎬ但达尔文并未像其家人一样亲自参与废奴运

动ꎬ他只是从科学上为废奴运动提供理论支持ꎮ
从理论上来说ꎬ进化论思想与反奴隶制存在着逻

辑的一贯性ꎬ因为ꎬ如果人类有同一个来源ꎬ那黑

人也是白人的同胞兄弟ꎬ正如德斯蒙德在«达尔

文的神圣事业» ( Ｄａｒｗｉｎ’ ｓ Ｓａｃｒｅｄ Ｃａｕｓｅ )中所

说的ꎬ“由于身体的原因ꎬ达尔文从未像他家人一

样投身于废奴主义运动ꎬ但是ꎬ他用科学颠覆了

奴隶制度的基础ꎬ奴隶主将黑人动物化ꎬ达尔文

则坚持所有种族都有共同血缘的兄弟信仰”ꎮ〔２８〕

这种共同祖先的信仰也许是进化论和基督教唯

一相容的地方ꎮ 达尔文强烈地反对奴隶制、反对

阶级压迫ꎬ但是ꎬ达尔文并未从理论上对阶级问

题进行过论述ꎮ 达尔文对生存竞争的论述大多

是从个体和族群层面出发ꎬ而非从阶级层面出

发ꎬ在他看来ꎬ是个体或族群采用了某种新的生

产工艺或者发展了新的组织和行为方式而导致

某一族群在生存竞争上的优势ꎮ 尽管ꎬ这可以用

来解释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ꎬ资产阶级对土地

贵族阶级在生产力方面的竞争优势ꎬ也可以解释

某一民族对另一民族的剥削压迫ꎬ但是这无法用

来解释奴隶与奴隶主、农奴与地主、无产阶级与

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ꎮ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阶级

压迫、阶级斗争是缺乏解释能力的ꎮ 恩格斯认

为ꎬ唯物史观“把历史看做一系列的阶级斗争ꎬ比
起把历史单纯归结为生存斗争的一些没有多大

差异的阶段” 〔２９〕ꎬ要更加富有内容ꎬ并且深刻得

多ꎮ 缺乏阶级斗争的视角是达尔文历史解释的

重大缺陷ꎮ
(二)市民社会被其永恒化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说有三个来源ꎬ除马尔

萨斯«人口论»之外ꎬ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假说与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也对其有很大影响ꎮ
在 １８６２ 年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ꎬ马克思认为:
“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的英国社会

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

萨斯的‘生存斗争’”ꎬ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可以说

是市民社会经济竞争的生物学版本ꎬ“黑格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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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ꎬ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

的世界’ꎬ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

会”ꎮ〔３０〕市民社会的经济竞争与生物学领域的生

存竞争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ꎬ这种相似性启发了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说ꎮ 在唯物史观看来ꎬ市民

社会只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已ꎬ
但是在达尔文那里市民社会被自然化、永恒化

了ꎮ 尽管ꎬ达尔文谈到了人类社会与动植物界的

诸多不同ꎬ但是与马尔萨斯一样ꎬ达尔文并没有

看到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质ꎬ没有看到人类历史超

越市民社会阶段的可能性ꎮ 恩格斯认为ꎬ生存竞

争的规律并不是社会的永恒规律ꎬ当人类超越市

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ꎬ“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

料的情况下———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就完全不适

用了ꎮ” 〔３１〕达尔文显然没有考虑过一个无生存竞

争的社会ꎬ这虽然不是达尔文的过错ꎬ但至少是

一个缺憾ꎮ

五、结　 语

马克思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评价经历了两

个阶段ꎬ第一阶段他在原则上肯定了达尔文的进

化理论ꎬ认为进化论在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都

具有适应性ꎬ进化论对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

社会有很强的解释能力ꎬ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一
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生存法则并不适用于全部人

类社会ꎬ从马克思“动物世界”的措辞来看ꎬ这种

批判有很强的价值评判意味ꎻ第二阶段ꎬ马克思

将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联系

起来ꎬ阐明了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

史性质ꎬ论证了人类社会超越“动物世界”的可

能性ꎬ从而将价值评判融入到历史评判之中ꎬ真

正做到了对达尔文进化论历史观的超越ꎮ
尽管达尔文的社会历史观念存在诸多不足ꎬ

总体而言ꎬ他对社会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

用的强调ꎬ以及对政治组织和文化的解释ꎬ同唯

物史观存在很多接近的地方ꎮ 这对我们全面、深
入了解进化论与唯物史观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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