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中涉及的精神原则

胡英*

随着各国大力倡导技术创新和发展，推动了各种法规政策的不

断涌现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同时也暴露了种种社会问题。本文将

重新审视技术创新的目标和价值，对可持续发展中涉及的精神原则

进行探讨，并进一步探讨在该领域宗教与科学的携手对社会经济环

境发展的贡献及应用。

一、对技术创新的目标和价值的重新审视

1. 当今技术创新领域中的问题

（1）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    20世纪的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大量

的技术创新，粮食生产技术的发明a，使增产的突破成为巨大的可

能，这也意味着能使更多的人摆脱了饥饿。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高

度发展使人们在获得大量的信息的同时，并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实时

沟通。当今人们在享受着技术创新带来的舒适与实用的同时，我们

依然可以看到仍有不少人在挨饿，技术使用的地域仍不平衡……虽

然，技术的创新使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结果却

导致某些技术的应用摧残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如“三鹿奶粉事件”

就是一例。

* 苏州壹世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a 袁隆平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发明（基因嫁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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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就是为了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吗？技术创新正是为哪些

人或哪些地区获得了经济发展？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知的问题。

（2）技术创新与权利控制    当前在全球的政治经济领域，技

术的创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反映了权利对比和控制的状

态。在国家领域，一个国家拥有高新的技术也就代表了它在全球的

权利控制，在企业组织领域，一个企业拥有高新的技术可以在某种

程度上形成垄断，从而阻止了其他技术的发展。而企业进行技术创

新的本质就成为了追求市场竞争优势，利益最大化。

（3）技术创新与环境    新兴技术的兴起，也在对我们生存环

境的保护发起了挑战。利用新技术对地球资源进行过度开发，环境

污染及全球气候转暖已使人们不得不考虑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性。

（4）技术创新与法律    如果技术创新的本质仅仅是为了追求

市场竞争优势，为了保持这种优势，技术拥有者通过各种手段去保

护自身创新的技术，而在整个竞争环境中，就一定会有人不择手段

地去获取技术，因而各种法律法规应运而生。所谓的“专利综合

征”意味着一些公司积聚了许多专利，但经常是有意无意地使之束

之高阁，当这些公司倒闭时，幸存者会买下，也就出现许多公司以

创记录的速度在购买、出售和申请专利，并形成专利策略组合。所

以专利综合征的病态或许能将整个专利系统的价值取向颠倒了过

来。如今，专利已经似乎不再是保护创新成果，通告他人发现、许

可和使用的一种方法，而是成为一种数字游戏，只有专利多的公司

才会赢。专利法能医治专利之痛吗？法制越多，越能保护和促进技

术创新吗？这也许是一个新的问题，需要讨论，关键是衡量人类的

最大利益，让国家利益的法律服从地球环境和人类的利益。

2. 技术创新的真正目标和价值

当然，技术创新给现代人类社会经济带来的益处是不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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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技术的进步也可以摧毁人类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综上所

述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技术创新的真正目标和价值。

当今社会，技术创新围绕着资本市场的运作，考虑的是市场份

额的占有率，因而技术创新以产生商业化的产品、工艺和服务为目

的，并以实现商业价值为其成功的标志。当前，资本化的社会经济

系统的本质是基于把人看作本质是物质的、社会的自私自我个体，

寻求对物质需求永远增长的满足，寻求被社会认可的成功的标志是

财富和社会地位。法律法规的干预虽然可以制止某些有形的欺诈，

然而现实表明没有一种律法系统和规范能有效地控制所有的不道德

行为，各种各样的律法的增多常常可以被认为是社会系统失效的象

征，越多的规则，也就意味着更少的信任，法制还没有跃出法治轨

道。综观全球的金融危机，可以说金融行业技术创新成果很可悲，

因为它脱离了社会基本道德和信用的基础。因此，技术创新的目标

和价值若建立在物质本质的基础上，势必是失败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是理性的社会生物，为了追求长期的自我利

益势必会利用内在的理性能力去自我组织发展必要的社会资本，使

资本系统继续运作下去。理性地接受诚信、可信和互惠的美德可以

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是去年的金融风暴让我们看到了一旦自我利益

得不到满足，这些美德也无法执行，因为履行美德的内在驱动力是

追求自我利益。

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阿芬第曾说：“如果从真正的宗教中

分离出来，道德也就失效了并停止指导和控制人类的个体和社会生

活。只有真正的宗教结合真正的伦理，道德进步才能成为可能而不

只是理想。”a

因此，从根本上认识技术创新的真正目标和价值是必须的，如

果创新计划所依据的假定和观点都基于物质主义，那么显然会出现

a Shoghi Effendi, Directives of the Guardian，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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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问题并反映出对人类本性的认识的严重谬误。任何忽视人有

别于动物的精神本质的依据和观点，只能导致人性的扭曲和社会的

堕落。

人有两种本性，一种是精神的或较高尚的本性，另一种

是物质的或较低下的本性……这两种本性的各自特征都可以

在人类身上发现。人的物质本性所表现出的是虚伪、残忍和不

义；这些均出自其较低下的本性。而人的神圣本性所表现出的

则是爱、宽恕、善良、真诚和公正。这些都是较高尚本性的表

达……如果一个人的神圣本性压倒了人的本性，那么他就是一

个圣人了。a 

人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基于精神本质的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必须要考虑精神原则的指导。真正的技术创新不是仅仅建立在市场

为主导的利润追求上，真正的创新是关注人民和环境的紧迫需求。

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纳斯创建的格拉明乡村银行在

1976年开始针对穷人推行小额贷款项目。这种项目不是基于对市场

的大量数据的分析，而是基于当地村民的文化、知识的需求。它从

中体现的创立原则是对人类固有的高贵品质的一种信念，相信人的

诚实、自立、合作等天赋能力。

霍尼韦尔提出“东方服务于西方”的理念，就是充分考虑了中

国本土对环境技术的需求，如针对中国水资源的污染开发了一种高

温水过滤器的技术，工厂使用后既节约水，又保护环境，节省电能

和金钱。虽然这项技术无法在制造业少、环境污染少而水资源丰富

的国家如加拿大推广，但这项技术可以最终应用到其他西方国家。

这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服务理念。唐·布朗（Don Brown）在其《重

建》（To Build Anew）一书中对当前的资本范式和精神范式的区

a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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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给出了很好的总结，如下表：

资本范式 精神范式
我们的本质 理性的、社会性的、

物质的自私个体

具有低级的物质本质

的精神个体
我们的目标 满足物质需求，获取

认可，寻求快乐，避

免痛苦

认识和爱我们的创造

者，为了建设一个更

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获得美德
我们的关系 领先，对我们自己负

责，能自我组织去发

展合适的社会公德

为共同的美好服务，

对 我 们 的 创 造 者 负

责，依赖创造者来发

展我们潜在的美德
我们的行为 自我利益，合理的手

段

坚持美德：诚实、诚

信等
宗教的角色 美好但不是必要的，

满足个人的爱好和情

感需求

发展个人潜在美德和

社会进步、团结和友

谊的基础
社会进步 适者生存 人类繁荣
我们的成功/财富 物质财富，社会地位 服务和美德

总之，从精神原则上认识技术创新的真正目标和价值为其发展

实践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没有宗教就像

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只有把科学与宗教结合起来才能

真正明确技术创新的本质，这也许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西方不少

的科学家虽然是自然科学家，但也是虔诚宗教信徒的理由。

二、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技术创新一旦形成，就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当今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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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极度膨胀的时代，要创建百年技术性企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创新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与明确其目标和价值息息相关，而在发展的

实践中如何体现其价值将决定科学技术源源流长的进步和持续的发

展性。

可持续发展现在已是一个很熟悉的字眼，它被定义为发展不应

该损害生态、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对社会、经济和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技术

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创新技术在推广发展过程中要

遵循一些基本的精神原则，而不是盲目追求市场利润。

如果我们把创新技术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包括资金、研发、管

理、市场等称为物质资本，那么围绕着可持续发展，创新技术发展

所需的一些基本的精神资本有哪些呢？

1. 全球化的技术发展观——人类一家和世界公民意识

我们渴求的是整个世界的美好和所有的国家的幸福。a阿博都-

巴哈曾这样解释：上苍的快乐包含了人类所有个体的福利……其意

义是我们都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事实上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每个

人都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幸福舒适。

世界公民的意识意味着整个人类是不可分割的一家，对未来、

世界的和平和繁荣有着共同理解，基于世界公民意识的创新技术的

发展要顾全地球上所有人的利益。西方的现代化技术使亚洲的经济

产生了很大的变革，但是技术的输出不应该成为垄断和权利扩张的

象征，也不是为了转移对环境破坏的责任，技术的输出或引进在可

持续发展中应该体现为使世界上所有成员都幸福舒适的精神原则，

从而真正消除极端的贫富鸿沟，解决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世界大家庭中，每个成员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个别的幸福和痛苦

a Shoghi Effendi. The Advent of Divine Justice, India: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68, p.31。



·246· 共建和谐社会——科学、宗教与发展的关系

都会影响整个大家庭的幸福和痛苦，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因

而创新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走全球性的合作、资源共享、共同发

展之路。

2. 关注农业的发展

巴哈欧拉曾这样说：对农业一定要特别关注。

科技的发展为人类的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城市化

的进程，使大量的农民涌向城市，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层出不

穷。技术创新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农业技术、能源的利用和

开发，农产品的计算和合理采购价格的制定、社会保险等都将使乡

村生活获得新的生活方式，城乡之间的偏见将被打破，城市化移民

的潮流将停止，全球的粮食和人口问题会得到解决。

3. 人与环境的相互依存性

自然是值得尊重的。它更应该在人类的努力下推进日新月异的

文明发展。然而，世间所有的组成都是相互依存的，进化和多样性

的重要性是为了整个世界的美好、高效和完美，要尽可能地努力保

持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秩序。自然是上苍的意愿。

全球面临的环境危机从根本上是道德精神的危机，技术创新在

可持续发展中不断反思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的精神原则能促进履行环

境管理职责，创造更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要自始至终的培养

环保意识，环保不仅仅考虑正常的回收程序、适当的废物处理以及

从产品设计、生产、包装和分销等环节，而且覆盖了几乎一个企业

或地区运行的每一个方面。技术创新的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是一个必

需的精神旅程，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需要一个基于公正和团结

理念的全球性解决方案。无视环境的技术是发展不下去的。

4. 消除各种偏见，独立探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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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的独立探求，这样，人类世界就可以从盲从的

黑暗中得救而获得真理……

在巴哈欧拉的教义中，宗教、种族、政治、经济和爱国的

偏见都会破坏人类大厦。只要这些偏见盛行，人类世界就不会

有安宁……只要这些偏见继续存在，生存斗争就一定会起支配

作用，残忍好杀与贪婪强夺就会继续下去。a

人类文明的发展基于交流，创新技术发展也不例外，其发展

的过程中必然也有交流的过程。各种偏见会使现有的技术交流不完

善。盲目追求所谓的高新技术是一种偏见，它往往忽视了当地人对

技术的实际需求。这种偏见的根源在于拒绝独立地探索真理，盲目

地相信和追随权威，坚持固有的看法。技术创新中的交流应抱着开

放、平等、谦逊、真实、服务等信念，才能真正促进技术的更多创

新和可持续发展。

5. 磋商是有效制定策略的工具

磋商有助于明达事理，化推测为确知。在黑暗的世界里，

磋商是一盏指路明灯，因为那里的一切事物都有待完善和成

熟。天赋理解力通过磋商才能成熟起来。b

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在履行各自的义务，每个人的建议都是重

要的。如何制定可持续的技术发展策略，磋商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真正的磋商是为了使每个人潜在的好点子释放出来，有效地探索真

相并承诺实施最终的决定。基于协商一致的磋商比个人的独立决定

能获得更团结的支持。因而磋商是寻求在整个过程中应用尊重、客

a 《阿博都-巴哈文选》227.7段至227.11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
263-264页。

b 转引自《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巴哈伊全球愿景》，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2009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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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谦逊、超脱、友爱等精神品质达到最佳的基于事实的一致决

定。技术发展中履行磋商的原则是制定有效发展策略的基础。

6. 法律与公正

巴哈欧拉这样教导我们：法律是一切人类社会的基础。巴哈欧

拉还说：莫以为我启示于你们者仅是一部法典。不！我用大能与威

权之手开启了那特醇佳酿。a 

没有法律就没有秩序，就无法进行各项文化、技术和智力活

动，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为了约束人性中的低级物质本性，通过纪律

才能获得更多的自由。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法律的制定建立

在公正的基础上，依赖于更多的公民和机构的参与和支持。这样，

创新技术获得了公平保护，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交流、使用、

推动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7. 教育是开发自身的人力资源

关于教育对人生的作用，巴哈欧拉认为：

知识犹如人生双翼和进步阶梯。人人皆应求知。然而，我

们需要的是能造福于世界人民的科学知识，而非空洞的言论。

的确，科学家及工艺家对世界人民所负的责任极其重大。b

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来自于缺乏正确的教育和专业培训。

在技术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教育的目标不仅仅只停留在技术与技能

的培训中，还要根据不同的人群和社区的文化和自身知识基础开发

合适的课程，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去积极参与、自我认识，从而达

到对人类团结、正直、诚实等高尚品质的发现，激发出更大的主动

性和创新能力。

a 转引自《显圣双璧》，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b Bahá’u’lláh. Epistle to the Son of the Wolf, 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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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作和服务

就责任和服务精神而言，巴哈欧拉认为：以服务的精神工作，

是一种崇拜。

事实上，通过工作，人们获得了谋生的手段，并得以发挥各种

潜能。工作是有创造性的、高贵的和灵性的，工作的价值远远超出

物质收益。当工作被提升为一种服务时，工作的成效就会加倍，因

而工作的真正含义可以在为人类服务的愿望中展现。技术可持续发

展中的工作，集中表现在技术的改进和服务持续地满足人们的健康

需求，不断地促进文明的发展。

三、应用——一个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框架

技术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与技术的创新度、商品价

值、市场投入、管理、金融等息息相关，当前的模式是基于物质利

益的最大化，因而会出现前述的种种问题。什么是一个企业基于精

神原则的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框架呢？可以以下图为例：



·250· 共建和谐社会——科学、宗教与发展的关系

在这个框架中，技术创新不仅是研发团队的职责和贡献，还与

每个系统息息相关。技术创新及其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每个团体团结

一致的精神原则上，它需要应用磋商的方法创造新的有益于社会经

济环境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紧迫需求的新技术，并制定发展策略，它

还要求在意识和行动上履行公平、诚信、互惠等美德，以共同实现

技术创新的价值和应用。追求其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建设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总结

综上所述，从对人类精神本质的认识，我们重新审视了技术创

新的目标和价值，并结合巴哈伊信仰的基本观点提出了一些创新技

术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追求的精神资本。只有当科学与宗教同心协

力时，技术创新才能体现出真正的价值，创新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才

能真正体现出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建设一个更美好的

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