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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访谈

论环境哲学：尤金·哈格罗夫访谈*

文/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赵红梅 高山/译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尤金·哈格罗夫教授，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环境运动开始引起哲学家的关注时，您

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过，那时您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您是如何

开始您的环境历险的呢？

尤金·哈格罗夫：

我在撰写维特根斯坦和伦理学的学位论文时，我也尽力保护一个叫魔鬼冰柜的洞穴免

于水污染，对此我已经探索了多年。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环保人士指出我是一名专长在伦

理学领域的哲学家，因此应该做点环保主义者可以使用的环境伦理研究。我在奥地利的维

也纳做了一年维特根斯坦博士后研究后只身返回美国，没有找到工作。我申请了一份洛克

菲勒环境事务基金会奖学金，目的是探讨我和对手在我竭力保护洞穴期间争辩时所使用的

思想史。当我在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做研究工作期间，我注意到国家人文基金会正在支

持关于技术和人文的课程发展机构。我拜访了国家人文基金会的一位行政人员，并且提议

国家人文基金会也考虑做环境伦理学研究。那位行政人员告诉我，我需要出一本环境伦理

学方面的跨学科的书作为课程发展的基础。最终我想到创办一份环境伦理学杂志，这将会

是产生这一主题资料的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在新墨西哥大学和加利福利亚一个环境组织的

帮助下，我努力促使杂志诞生。我有足够的钱出一期杂志。令人开心的是，这一问题产生

了足够支撑杂志延续的订户，而现在是杂志的第３６年。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您是指您创刊于 1978 年的《环境伦理学》杂志吧，现在成为环境伦理学领域最有影

响力的杂志。论文和辩论的核心已经在过去几年里塑造了《环境哲学》的研究。作为杂志

的编辑，30 多年来的活动里，什么是您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您们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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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哈格罗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学术界哲学领域里能有一种称之为环境伦理学学科的想法是很

难想象的。部分原因是成为教授的人们所学的哲学史偶尔会反环境。根据古代哲学，有一

个形而上学问题：我们知道的世界（变化的世界）是一种假象，而真正存在的世界是永恒

的、不可毁灭的和不变的。从这一视角来看，没有自然保护的空间，因为如果世界是不可

毁灭的和不变的话，世界不需要保护。在现代哲学里，有一个认识论问题。笛卡尔提出一

个最重要的话题，即我们是否能够知道这个世界存在。同样，如果连世界是否存在都不清

楚的话，很难关心对世界的保护和认真对待这个世界。因为这种反环境论不言而喻立于哲

学史，我的研究生课程老师们很难想象环境伦理学能成为一个学科领域。同时，对环保人

士来说，处理这些哲学问题很可能被视为太深奥了以致于研究论文被看成是可笑的。因

此，尤其在杂志早期，总是陷入失败的可能，因为杂志对于环保人士来说哲学味儿太浓

了，没有实用价值，而对于哲学家来说，杂志又不够哲学，杂志由于太实用而不被视为真

正的哲学。还有一个问题，如何使学科与环境政策制定者相关，这是一个依然在持续的问

题。除了生物学家有时进入决策制定领域，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来自经济学、公共管理和社

会科学，几乎没有哲学背景并且很少关注此类学科。他们深受经济学影响，（错误地）声

称经济学要独立于哲学伦理学。实际上，经济学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情

绪论的幼稚混合物。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现在的世界很清楚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大部分的环境问题需要在政治层面解决。

例如，政治家知道在任何竞选活动中，环境都是一个必须的主题。那么就“环境”而言，

您是如何看待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呢？

尤金·哈格罗夫：

正如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曾经提出的，伦理学是从个人角度来看，政治学是从群体立

场来看。奥尔多·利奥波德在他的著名论文“大地伦理”一文中同样做出这样的结论：同

样的道德品质可使人们成为道德个体也可以使他们成为好公民。利奥波德也认为政府可能

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是有限制的，并且他认为人们需要伦理学是因为它能弥补政府能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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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做什么和需要他们做什么之间的鸿沟。此外，马克·萨戈夫在他的《地球经济》一书中

指出，作为公民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应该做什么之间有一个对比。经济

学家一般以在支付意愿为基础进行调研来决定公共政策。然而，结果常常显示我们的消费

者偏好不同于我们的公民偏好。根据萨戈夫，基于消费者偏好的政策是一种类别错误。决

定政策的最好办法可能是民主选择，藉以依赖的决定更可能凭借群体和社会的善（通过政

治伦理可以发挥更主要的作用）而不是个人的善（可能更强烈地关注个人经济利益和消费

主义）。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您也是环境哲学中心主任，一个成立于 1989 年的重要研究单位。目前在北德克萨

斯大学，环境哲学中心的主要活动是针对学术目标，或者您还有其他目的，比如对公众的

环境意见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澄清？

尤金·哈格罗夫：

杂志最初由新墨西哥大学和加利福利亚的非营利环保组织持有。他们拥有一年的运营

协议。年底时，他们对于接下来的协议应该是怎样的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结果，他们通知

我，如果我创建一个新的非营利组织，他们就会把杂志交给非营利组织。于是，我创办了

非营利的环境哲学公司，公司成立于 1980 年秋季。公司成为杂志的持有者。1981 年，杂

志迁至佐治亚大学，多年以后，我们决定非营利组织需要一个中心而不仅仅是一间杂志办

公室。资助机构一般认为杂志是一个很糟糕的小型企业，它需要外来资金救济才能生存。

然而，隶属于中心的杂志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资产。因此，中心的创立增加了非营

利组织获得资助的机会，只要它决定申请的话。1989 年，中心成立了。实质上它是“环

境哲学中心”公司，尽管“公司”二字没有包括在名字中。一年后，中心和杂志迁到北德

克萨斯大学，又过一年以后，该中心也被认可为大学的一个中心。

该中心的目的是作为各种活动的管理者而服务，首要的活动是出版杂志。此外，当主

流出版公司不再从经济上考虑他们的可行性时，该中心建立了一个小型图书再版系列以保

持环境哲学重要书籍的出版。中心偶尔主办和协办会议和研讨会，它也是为世界各地访问

学者而服务的大学研究中心。最近，中心开始与北德克萨斯大学和智利的麦哲伦大学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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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亚南极生物文化项目，目的是帮助推进南美洲南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好望角生物圈保

护区的教研活动，包括大量的编辑项目合作工作，最终由大学出版社和其它出版公司出

版。该中心定期在美国协办国际环境伦理学会，并且已经成为中国和非洲会议的协办单

位。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在过去的几年里，您欢迎在基于生物文化的视角上以区域研究方法来研究环境哲学，

比如亚南极生物文化项目。该项目由理查德·瑞兹和奥莫拉基金团队以及智利的奥莫拉民

族植物公园承担开发。您认为这应该是环境哲学的未来吗？

尤金·哈格罗夫：

理查德·瑞兹的爷爷是一位药理学家，他研究智利本土医药的价值。尽管一开始瑞兹

是一名音乐作曲家，当他被要求代表他爷爷的作品做一发言后，瑞兹是如此好奇他爷爷所

做的事情充满好奇以致于他想知道他国家的本土居民了解什么样的传统生态学知识。结

果，他改变了他的职业轨道，获得了硕士学位和生态学博士学位，他的硕士学位是环境哲

学。他的研究重点是南美最南端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好望角生物圈保护区及其部落。他最

感兴趣的是亚格汉斯，就是查尔斯·达尔文曾经与之接触最多的土著群体。瑞兹还证实了

他国家的欧洲智利人并不熟悉他们国家的实际生态。大多数能命名的植物通常是全世界西

方化国家的进口植物，比如苹果树。相反，土著人知道很多有关他们国家的动植物的生

活，但是他们并没有使用这种知识的职位，也很少有人问及他们知道什么。因此，他们对

于环境政策的可能性影响是未知的。这种研究方法不是环境哲学的未来但是是其中的一部

分。因为全球土著传统知识是不同的，它对环境哲学的影响仍将保护地域特色。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这让人想起“全球本土化”概念：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放眼全球，但应该立足当地。您

认为我们应该努力构建一种适合于每种人的环境哲学……抑或是不可能的（或甚至不需要

的）任务？在环境问题上，建立一种普遍的规范，把特定的对自然的义务施加于所有人类

是不可能的吗？



《自然与人生》电子杂志第 6期 www.ziranyurensheng.org

23

尤金·哈格罗夫：

我不熟悉“全球本土化”这一术语。但是“放眼全球，立足当地”是个很熟悉的口

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最可能做的是采取行动来保护他们当地和国家的环境。除此

之外，就捐款来说，他们必须为国际环境组织工作或在国际事务上为政府服务。然而，尽

管一种普世环境哲学或伦理学是令人渴望的，它很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一种与地方文化相

协调的环境伦理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与地方文化协调，就会被人们当作殖民、帝国主义

和极权主义。例如，美国国家公园和荒野的概念，在亚洲和非洲被拒绝就是因为这些原

因。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从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元素中发展一门环境伦理。如果他们

这样做的话，相似的情况就会出现，他们可能成为国际或普世的一部分。全世界可以接受

的是，从多维度来看，所有的部分必须是合理的。当然，一些跨文化的借用是可能发生

的，但是，这种借用事先是不可预测的。例如，中世纪晚期，中国美学观可能影响到欧洲

自然或景观美学。早期的不规则花园经常被称之为中国园林。然而现在，自然美学是十足

的西方维度并且文化借用已被遗忘。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您在 1989 年《环境伦理学基础》一书中发展了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把什么看作是您

环境哲学的哲学基础？影响您的哲学家主要有哪些？

尤金·哈格罗夫：

我深受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影响。他的哲学致力于解开哲学困惑，并且使

看起来不可调和的问题消失。我总是被指责为一名实用主义者，这种指责有一些根据，因

为维特根斯坦自己受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斯的影响。环境实用主义者，主要受约翰·杜

威影响，约翰·杜威的研究工作对经济学、社会科学、环境政策都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影

响。我认为所有的价值不应该被认为是工具价值或使用价值。

当我试图保护我早先提到的洞穴，我的书与实践中产生的论争紧密相联。我决定就关

涉的各种论争的源起进行历史探讨。在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上，这种研究有助于解开哲学困

惑，因为许多论争被处理为事实陈述实际是基于已被遗忘的假设。通过引出一些经常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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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设，或许可能使看起来无法调和的问题消失。例如，我的对手从土地

拥有权的角度争论允许他们毁坏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而不用考虑社会整体。这一观点出于已

经存在的古德国土地使用实践，当时罗马人在公元年 100 年左右遇见他们。这一土地实践

随着德国的征服而扩展到北欧，1600 后由英国人带到北美。这一观点被约翰·洛克在英

国的财产理论和汤马斯·杰斐逊的作品做支持。这一有问题的假设是这一主张：土地拥有

者有权依据土地的使用来拥有土地，没有一个人应该被剥夺财产，因为它假设这个星球上

有比人类使用过的更多可使用的土地，但这一假设在今天看来不是真的，而且很可能永远

不是真的。

我的书也受到对西方哲学一个相当标准的批评的影响。我自己的老师在了解我开始开

创一个叫环境伦理的领域是很困惑。不像其他的学术学科，专业的哲学有自己的历史并且

教学。西方哲学的一般的特点阻碍了人们思考环境的能力。正如我提到的，古希腊哲学把

我们事实上生活的世界看成是虚幻的，并认为一切真正存在的东西（在视觉之外）是永恒

的、不可破坏的和不变的。在这样的哲学情境下，环境保护不会真正发展。与此类似，现

代西方哲学由于笛卡尔的努力证明我们能知道这个世界存在，并产生同样的结果。尽管哲

学家接受自然保护是必要的，但他们所接受的哲学史的训练使他们很难形成对环境问题的

哲学争论。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这本书已经对环境哲学的争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个是“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辩

论。您认为今天这仍然是一个应被提出的重要争论还是这一问题已经被讨论得太多？

尤金·哈国罗夫：

我想这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参与的辩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环境学家一般来说坚信：

把所有的价值看成是工具的或使用价值是环境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环境伦理最初做出的

努力之一就是解决这一问题。倍尔德·克里考特发展了主观非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的观

点。霍姆斯·罗尔斯顿和保罗·泰勒发展了一个客观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概念，而现实主义

者的诺顿则发展了一种视野，他以某种方式努力不使用内在价值这一观念（他声称他已经

绕过这一问题）而使工具主义的观点起作用。我的立场是弱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努力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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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些理论，遵循着维特根斯坦，使这些问题消失。尽管成人很大程度上被当前反内在价

值的现行环境政策中的现实环境主义所灌输，但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将是教小学生内在价

值这一词汇，这样当他们长大时不至于认为因为事物本身去珍视它仅仅是逻辑实证主义意

义上的他们的感觉如何。如果小孩不被策略的教育所有的价值都是工具性的，那么内在价

值在他们后来的人生中就不是一个问题。

在哲学圈子里，关于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概念已经讨论足够多了，但至少在说英语

的国家里这一问题永远不会消失，因为环保主义者与公众倾向于不把自然看成是具有工具

价值的，但他们使用“内在的”这一术语也有麻烦。试图以“固有的”来替代也不是很成

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很高兴地去谈论非工具价值和一些因为其本身而具有内在价值的

事务。但他们依然想要不仅仅是“非工具的”这一术语，他们说物种或生态系统和其他的

事物应该享有权利，这很容易陷入权利的说法。尽管权利的说法表明他们在情感上有强烈

感受，但他们通常不会去证实它，因为不太可能理解自然的权利应该是什么。权利是对利

益的保护，但不太清楚物种或一个生态系统的利益可能是什么。简单地把物种的个体成员

或生态系统的利益添加并不起作用。“内在的”这一术语与“工具的”这一术语有长久的

历史。直到实用主义者决定把价值归结为工具价值这一术语的时候问题才出现。没有好的

理由相信内在价值这一术语不会回到 21 世界之前的有意义的使用中。我不知道这一问题

是否能解决，但如以上所说的那样，我们很可能在小学的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方法是给孩

子一个平衡的价值体系的词汇。这样，当他们长大时，他们就不会通过哀叹自然应该拥有

权利这一点而对官方的价值体系表达失望。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在这场关于环境哲学的争论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中，您如何定位

您的写作？

尤金·哈国罗夫：

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术语有一些混淆。有时在公众中至少在说英语的国家里，人类中心

也指的是“工具性质的”。人类中心主义也有“集中在人类所关心的事”这一含义。它排

除了这一思想，即认为自然界中的东西具有内在价值。科里考特接受了另外一种含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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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我们能够因为事物本身而把它们看成是有价值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仅

仅以人类所关注的事情为中心，这时我们就是持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我认为我们能够

以这种方式去评价，但这样做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或者是“人类的”视角，而这不

一定是只是狭隘的关注其工具价值。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些工具价值，但它也有内在价

值。我把这种观点称作是“弱势人类中心主义”，而与之相对比的则是“强势人类中心主

义”，它把自然看成是仅仅具有工具价值。

自然界中的东西可以是具有工具价值、内在价值或者两者都具有。很多的昆虫对鸟儿

具有工具价值，但对人类却没有。既然它们对人类没有价值，我们可以说它们在非人类中

心主义意义上是具有价值的。从工具的意义上来使用环境的有机体（就它们自己来说）是

具有内在价值的，因此也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意义上具有价值。从工具的意义上有利于人

类的有机物（例如吃昆虫的鸣鸟）对人类来说具有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工具价值，也可

以说具有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内在价值（因为人类喜欢听 鸟儿歌唱）。在第二种情况

下，我们珍视 鸟就如我们珍视艺术作品一样。

也可能把美学意义上的价值看成是具有内在价值或具有工具价值，但从工具的意义上

来看美学的价值会导致不幸的后果。如果一个自然物被认为是仅仅在工具的意义上具有价

值，因为观看这一客体的人类从工具的意义上得到快乐（这被认为是内在的具有价值）。

经理可以得出结论增加参观者的数量就会增加这一物体的价值。然而这样做会毁坏自然

物，慢慢地减少它们从工具的意义上产生快乐的能力。因为这种类型的价值需要人类的参

观才能是具有价值，那么保护这个物体使之不被参观就不被认为是一种选择。我把这称做

“对这一自然物的审美消费”。因为艺术博物馆把艺术的物体看成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而

不是具有工具价值，它们通常会暂时或永久的把这一物体移出被参观的名单之列，以此来

保护它。他们那样做并没有减少它官方审美价值。美丽的物体在审美上具有价值并不是因

为他们给我们带来快乐。而是它们因为自己的美丽而给我们带来快乐。

一个研究生最近向我指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关注最近有些误导。女性主义者关心男

性的控制并谈到大男子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一问题看成是是父权制的。同样，正如我

的学生所注意到的那样，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男权主义。聚焦男权主

义，人们或许会说它是强势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因，根据这一点，自然仅仅在有利于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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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意义上有价值。相比之下，弱人类中心主义被认为是以下事实的自然结果，即我们

人类注定要从人类的视角来看自然，而并不知道如何从一些其它生灵的视角来看自然，在

沉思的情况除外。弱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人类特权的结果，它并不是完全关注工具性的人

类的利益，对自在的评价自然有留有空间。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您如何把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对动物的伦理考虑放在一起？您知道，环境伦理和动

物福利非常接近。在从某种程度来说，后者努力成为一个自发的应用伦理。1992 年，您

从环境的视角编辑的一本书叫《动物权利/环境伦理的争论》。

尤金·哈国罗夫：

当环境伦理学杂志开始出版时，一般认为，动物福利伦理（基本来说是指继彼得·辛

格之后的动物解放论和汤姆·罗根的作品后的动物权利理论）和环境伦理是同一伦理的一

部分。这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动物福利伦理关注个体，而环境伦理是多元的，它关注

物种和生态系统而不是物种和生态系统中的个体成员。第二、有两种不同的动物团体，它

们被区别对待：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1980 年冬季版的《环境伦理》杂志中，科里考特

写的一篇论文“动物解放：一个三角恋”使动物福利伦理和环境伦理的紧密关系脱节。科

里考特论证说，尽管动物解放可以被看作是人际伦理的延伸，但环境伦理，尤其是利奥波

德的大地伦理来说，它是以多元的视角来看的，因此并不是人际伦理的延伸。除此之外，

他还指出，痛苦—这一动物解放运动的关键仅仅是信息，从功利主义角度看并没有好坏之

分。因为当痛苦通知这个有机体对它身体所作的伤害时，这种痛苦就是好的。这篇论文所

导致的结果是一个新的团体和出版机构被创造出来关注动物福利伦理。这个团体和出版机

构都没有存活下来，这继续着动物福利和环境伦理之间的鸿沟。

由于与人类密切的动物和与野外密切联系的动物是不同的，这样也可能达成一些和

解，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不同的伦理路径。一些类型的权利对家养动物是可行的，因此

它们通常被看作是具有名字的个体，而且人类对它们的行为有期待，而这些动物是理解这

种期待的。然而，这些权利总的来说比较弱，因此不能成为人类权利的好的典范。总的来

说，权利并不适合野生动物，因为努力执行权利会导致生态系统的个体中一些不可能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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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因为动物在野外是彼此相食的，每个个体的生命权不起作用，如果实现这种生命权的

话，会导致一个不自然的自然界。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在您的书和论文中，您既提到了环境伦理又提到了环境哲学，您如何看这两者的差

异？

尤金·哈国罗夫：

这两个术语差别不大。当我开始创立这本杂志的时候，这一领域还没有一个特殊的名

字。我选择“环境伦理”而不是“生态伦理”的原因是我想要应对的不仅仅是环境科学的

问题。我选择伦理是因为我想让这个杂志仅限于关注伦理与价值问题。然而，“环境伦理

学”这个名字尽管对我的杂志来说还好，但对这个领域来说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个领域

包含着几乎所有哲学的元素，或许只排除了逻辑学和数学哲学。在我写的《环境伦理基

础》的序言中，我注意到这个领域应该被命名为“环境哲学”，这样会把很多分支的领域

例如美学、科技哲学、社会和政治哲学甚至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考虑进去。但尽管如此，对

某一群体的人来说，环境伦理仍是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名字。在一个非学术圈子中，这

个名字很起作用，因为公众认为伦理学很重要，而哲学则是无聊的而且很神秘。在哲学领

域之外的圈子中，“环境伦理”能被看作是一个流行的术语，甚至是一个教派的术语。因

此，在一个专业哲学环境中，“环境哲学”更好。一个出版公司的哲学编辑曾经告诉我，

用环境伦理学做标题，它能卖出任何东西，但用哲学做标题却很难。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那么月球保护，另一个您所关心的环境伦理如何？您认为这是人们应该关心的吗？既

然环境一般被看作是地球环境，那么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当您在谈话中提到这一主题的

时候，您认为公众会不会有强烈的反应？

尤金·哈国罗夫：

1985 年，我组织了一个关于空间计划伦理问题的会议，该会议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

的资助。一年后，会议上的发言汇成了一本书，名为《在空间地球之外：环境伦理与太阳



《自然与人生》电子杂志第 6期 www.ziranyurensheng.org

29

系统》。我被一个艺术家/天文学家威廉·哈特曼的观点所激发，他针对我在杂志上发表

的一篇论文指出，一个巨大的促进组织，例如美国的星球协会或国际空间协会将变成一个

环保运动组织，前提是这些空间机构所做的一些事情不被这个协会批准。塞拉俱乐部在

21 世纪的前半个部分做了这样的转变。几年前，我组织了由国家科学基金支持的第二次

会议，谈我们人类发现外星生命如何处理。之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让我谈谈在月球上

建立基地的事情，这包括在月球上采矿来获得氢的燃料。大概一米深，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的地方需要挖出来。我认为未来在月球上有很多审美的兴趣。如果我们需要再那儿建月球

基地并且在那里采矿，这样已经通过摄影和电影逐渐爱上月球的人们会出现哈特曼所境界

的环保运动。因此，我认为所有的空间结构应该留意他们所做的，再粗心大意的削减他们

在月球上活动的支持。我的建议是月亮的可见的方面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址，采矿仅仅在

月亮的后面进行。在 19 世纪，每个被重要的画家和摄影师涂抹的自然区域最后成为了一

个国家公园或国家纪念碑。我认为在月球上的局势与在太阳系中其它天体的局势相同。既

然月亮和太阳系中其余的部分目前来说相对比较安全，不受不可遏制的资源枯竭的影响，

公众发现它们很有趣，像其它外部空间的话题一样，但还没有公开关心。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您也有其它的兴趣，更多的是在小说中所描述的自然，既然您已经是个研究托尔金作

品的专家，指环王只是一个风靡一时的人物.。在拖金的作品和环境保护中有什么联系

吗？

尤金·哈国罗夫：

托尔金的作品与自然保护之间有一些联系。书中坏人和邪恶的人意在破坏环境。也有

可能享受这种冒险，把它看成是自然中的漫游。我认识几对夫妇，他们一年为彼此读一次

这本书，只是为重新体验这一旅程。在这一故事中也有两个背景人物，代表着对自然保护

的不同方式。第一个人物是汤姆·八木迪，它管理靠郡县很近的古老森林，偶尔会给他的

女士摘些荷花。他通过给他们演唱特殊歌曲在控制植物。另外一个是法贡，一个能走能谈

话的生灵，但看起来像一颗树。他管理这个充斥着号角生灵的森林，这种盛林很像他，但

不太理智和具有感觉。这些生灵都是男的，但也有叫安.的妻子，这些妻子离开了丈夫去



《自然与人生》电子杂志第 6期 www.ziranyurensheng.org

30

从事农业实验，并在两岁时的一场战斗中被偶然杀死。他们和植物说话，与他们互动个享

受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当这些 和他们说话时，他们都想让这些植物遵守。

然而，我对拖金作品的兴趣并不主要是环境上的。拖金最初为英国发明一种与芬兰的

民族史诗类似的神话感兴趣，民族史诗在使芬兰人意识到他们在 19 世纪是一个民族这一

点上功不可没。托尔金后长期未发表的手稿成为他的两本畅销书，即霍比特人和指环王的

背景历史。背景材料介绍得很少，并没有充分的解释，而相似的材料会被介绍到非小说的

作品中。除此之外，指环王的写作好像是主要角色弗罗多在朋友的帮助下写了他所记载的

叙述。最终带来了对实际上发生什么的一些误会。总之，这本书基本上是一部非小说类的

作品。这种类型的学术没有真正的意义，但它却很有趣。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从小说或非小说的视角对这些概念进行写作之后，您认为当面临真实的和非常严重的

环境危机时环境哲学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在 1971 年，约翰·考博的书已经在问，是否

太晚了……您认为现在的 2014 年是否太晚了，或者还有希望吗？

尤金·哈国罗夫：

关于考博的书，我重新印刷的修订版，这表明没有很多进展。他的书可以以今天很多

相同的观点来写，但能使用很多不同的和当前的例子。环境哲学还没有产生在其它新兴领

域中常见的影响力。这里有许多原因。第一是主流的哲学对新兴的应用哲学还不是很感兴

趣，因此还不支持这些领域。尽管一些哲学博士培养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也教环境哲学，但

一般来说它是那些系几个教师努力的结果。哲学中没有一个主流的计划会选择致力于建立

一个这样的核心领域。这些年来最重要的项目一直是是我恰好所在的那所大学和这本《环

境伦理》的杂志。英国的蓝开斯特大学确实想同北德州大学的哲学系项目竞争过一段时

间，但很快把这一重心丢弃，大多数环境专家也很快分散到其他大学去了。相比之下，历

史上的博士项目很快接纳了环境历史。这样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有了三十几个这样的计划

具有这样的专业。一个大的问题是，从很大程度上爱说，只有生物才是跨学科的，它们支

持环境哲学。一直很容易找到生物学家来写这一话题，生物系经常很支持环境哲学。从某

种程度来说，只有生物学家才从跨学科的角度支持环境哲学，环境哲学在那一领域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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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存之道。然而，环境政策一直被经济系的研究生、公共管理机构和相关的社会科学所

支配，他们不鼓励学生选一般的哲学课或更具体来说是环境哲学。经济学是功利主义、实

用主义和逻辑的情感主义的很奇怪的混杂体，但它宣称要独立于哲学与伦理学之外。例

如，弥尔顿·弗莱曼开始写书，名为《积极经济学论文》，在第一页和第一段，他宣称，

如果经济学只关心是什么，而忘记它应该是什么，那么经济学可以被看成是一门科学。即

使在我自己的大学即经济学、商业学、公共管理与社会科学，也不鼓励他的学生学习环境

哲学。如果进入环境政策领域的人们继续对这一领域无知的话，那么它的影响力将会很微

弱。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然而，尽管前景不容乐观，您仍然能将美捍卫是终极的环境价值...那么美是人类最

终的支撑吗？

尤金·哈国罗夫：

利奥波德于 1933 年写了一本书叫《猎物管理》。在这本书中，他论证到有可能把环

境中的变量隔离起来，因此来解决产生的问题。然而，仅仅在几年之内，利奥波德不再对

有效控制环境的可能性存在幻想。他得出结论说，无论人们做什么，他们的行为总会产生

一些无法预见的后果，因为变量在物理和化学中是不能被分割的。我把这叫做环境治理上

的虚无主义，与 19 世纪在医学中的悲观主义想法类似，那时医学有局限，努力治疗病人

总会使他们更糟糕。

利奥波德在大地伦理中写到，“一件事情，当它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

和美丽时就是正确的。”它仅仅说它“倾向于”，因为任何努力的结果对他来说都是不可

预测的。这三种因素有帮助，但并不精确，因为利奥波德认为我们对在自然中进行的许多

事件都很无知，而且永远都是。尽管他首先提到完整，但利奥波德不太可能知道如何去应

用。只有在最近，一个哲学家劳拉努力使这一术语更精确。稳定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稳定

与多元性相互联系。早期利奥波德认为多样性创造了不稳定性，它因此赞成单一农业。后

来，他的思想又有所改变，他认为是多样性促进了稳定。然而，有可能这一联系依赖于特

定生态系统稳定的因素，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具有特点的多元性。北美的生态学家一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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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认为多元性促进了稳定性。然而，在这些热带系统中工作的人经常认为系统的多样性使

它们很不稳定而且脆弱。在我看来，美丽是三者之中最强大的部分。一个熟悉生态系统的

人经常能在审美的立场上辨别一个生态系统是否是健康，即使他或她不可能知道问题的原

因是什么，就如人们能经常辨别一个人是否是生病了，而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这个疾病。

关于自然保护，美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欧洲人认为自然在中世纪时是不

美的。对自然的爱被认为是对上帝之爱的偏离。在现代早期，神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了，因

此有可能通过自然爱上帝或把上帝与自然放在一起来爱。人们经常把自然这一单词的字母

大写来强调这种相近性。对自然的审美欣赏源于对风景画和摄影作品的审美欣赏。这一发

展直接导致了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的自然保护。大多数由 19 世纪重要画家画的

自然物或重要摄影师拍的照片现在成了国家公园或国家的纪念碑，始于约塞米蒂与黄石公

园。完整与稳定并不是相似思想史的一部分。进一步来说，对自然的审美欣赏并不仅仅限

于风景画和摄影的延伸，因为自然的科学信息，自然在科学上的兴趣，也会产生审美体

验，因此会促进环境保护。我们就自然美和科学的兴趣了解越多，我们就越会在乎这个星

球之上或之外的新的方面，并且想保护它们。

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

当然，这才能真正的环境哲学。哈国罗夫教授，非常感谢您付出的时间与慷慨支持！

*注释：本文原文刊登于 Portuguese Magazine， 经刊物主编和作者授权将翻译稿刊登在《自然与人

生》电子杂志第 6期。作者是：马格达·科斯塔·卡瓦霍：里斯本大学哲学中心副教授，亚速尔群岛

大学，email:magdac@uac.pt 尤金·哈国罗夫：美国北德州大学环境哲学中心主任，email：hargrov

e@unt.edu. 译者为赵红梅，现为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美学,email:z

hm-121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