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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
厦门大学
正方

无
尽
的
欲
望
是
否
人
的
本
性

辩
题

古希腊神话里有个“戈尔
迪死结”的故事，说的是小亚细
亚弗里吉亚国王戈尔迪，在一
辆牛车上打了一个死结，并把
它放在宙斯的神庙里。神预示
说，谁能打开这个死结，谁就将
统治亚洲。但 N 个世纪过去，无
数聪明智慧有野心的人对“戈
尔迪死结”都无计可施。直到亚
历山大大帝远征波斯，有人请
他过去看了这个古老的“戈尔
迪死结”，经过一番尝试过后，
亚历山大挥剑将死结劈成两
半。至此，“戈尔迪死结”才不复
存在。

人无尽的欲望就像“戈尔
迪死结”一般，人人都知道其重
要，却不知道它是什么。开宗明
义，欲望是指一般的不足感觉
以及想满足这种不足感觉的想
法，而人的本性是指人的固有
性质。今天双方探讨无尽的欲
望是否为人的本性，其关键点
在于判断人类对于欲望的追求
是否是永不停歇、永不放弃的。
我方认为无尽的欲望是人的本
性，理由如下。

长久以来，我们有种固有
认知，认为欲望是资源匮乏的
产物，人们无限的物质欲望与
有限的物质资料的矛盾使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欲望的贪

婪状态。这种状态仿佛只是我
们的“不得已”而非我们的“必
然”。事实上，欲望作为刻在我
们基因上的符号，在资源充沛
的时候依旧存在。

阅 读 人 类 文 明 初 期 的 历
史，我们会发现，人类历史上最
早的文明国家基本都从事了扩
张活动。以古埃及为例，在公元
前 19 世纪，古埃及即从事征伐
努比亚的军事活动，以占领努
比亚的黄金产地。除此之外，古
希腊军队的铁蹄并不仅仅停留
在努比亚的地区上。甲骨文和
两河文明等史料均证实，小亚
细亚、地中海、叙利亚、东夷等
地均受过古埃及的扩张活动影
响。可见，纵使人类在自有土地
上已有较高水平的发展，依旧
无法克服内心扩张主义的欲
望，试图征服更多地域。

无独有偶，在 15 世纪，欧
洲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活
动。在欧洲人发现美洲之后，欧
洲人迅速开展对新大陆的殖民
计划，在几百年之内，南、北美
洲大部分已经成为欧洲各国的
殖民地。15、16 世纪，西班牙、葡
萄牙入侵南美洲，消灭了印加
等南美土著帝国，将美洲大部
分土地据为己有，并奴役南美
洲的土著，后来导致了多达千

万的美洲土著因杀戮、疾病、营
养不良而死亡。

由上述论证可知，所有生
物活在世界上，基本上就是要
一直活着、一直生存，所以我们
必须找来一堆东西，来建立安
全感，保证我们生存的稳定性。
而在满足欲望、产生新欲望、满
足新欲望的轮回中，人类稳步
向前。

人 的 欲 望 没 有 终 止 的 一
天，这是事实。反过来说，如果人
的欲望有终止的一天，反而是不
安全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大脑
觉得很安全、一切欲望都满足
了，会怎么样呢？那将是没有进
步、没有发展的短暂生命。

综述

正方观点与反方观点，你支持哪
一个？请扫码关注“大学号”，为你支
持的一方投票吧！投票结果将在下期
校园辩论赛栏目公布。扫二维码 看大学号

1. 对方辩友对于“无尽的
欲望”是如何界定的？是满足了
一个欲望又不断产生新的欲
望，还是对于同一个欲望（像吃
饱饭）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

陈梦婷：诚如我方在提问
中所言，我方翻阅词典古籍，认
为“无尽”应当是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无穷尽、不消失的状态，
并非单指需求层次越来越高的
状态。

满足了一个欲望又不断产
生新的欲望自然涵盖在内，正
如最早的文明国家的扩张，古
埃及不满足已有的土地而去占
领努比亚，西班牙、葡萄牙不满
足已有的土地而去扩张到南美
洲，历史的脉络无疑清晰地证
明人类欲望的满足与新欲望的
产生。

而对于同一欲望永远得不
到真正的满足也是“无尽的欲

望”。譬如人类对于效率的追
求，从刀耕火种到铁器农耕，再
到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直到今
日的人工智能，人类从来都不
会觉得“效率已经够高了”，永
远都是“效率还不够”。

2. 为什么判断无尽的欲望
是人的本性的关键点为判断人
对欲望的追求是无尽的？无尽
的欲望和人类的本性之间是否
存在必然联系如何论证？

靳铃培：人的本性即人的
固有性质，倘若有一性质贯穿
人类发展史，在历史的每一页
都留下痕迹，便可认为这是人
的本性。而纵观人类历史，人类
留下的每一步脚印都和满足欲
望有关，而人类前进的每一份
动力都是人类发展的欲望和渴
求。基于事实，尊重史实，所以
我方认为这是人的本性。

3. 退一步讲，哪怕无尽的

欲望是殖民者的本性，又是如
何从个例得出全部人类群体具
有这种属性的结论呢？

肖智文：我方当然知道孤
证不立，立论陈词中我们可以
窥见人类发展脉络中的无止
尽的扩张和殖民，而除此以
外，人类发展的任意面向都是
无尽的欲望所驱动的。案例背
后的底层逻辑其实是人类为
建 立 安 全 感 ， 所 陷 入 的 轮
回———满 足 欲 望 ， 产 生 新 欲
望，满足新欲望。工具的发展、
医疗的发展、公共设施的发
展、法治的发展、网络的发展
等，无论是人类发展的哪一
面，无不反映了人类无尽的欲
望。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从来
都不存在“已经足够了的东
西”，我们眼中只有“这个还不
够，我们还要继续”，也因此人
类稳步向前。

答反方问

结论

对方同学很有趣地赋予人
的本性两个特质，即客观性和普
适性。一方面，对方同学认为人
的更高需求是因客观环境存在
更好条件而决定，所以无尽的欲
望受环境所影响并非客观。但环
境又何尝不是我们人类所创造？
大工厂的劳作效率低，工人累，
所以人类发明了织布机，逐渐走
进“机器替代人工”的工业时代。
从来都不是因为有机器，所以人
不满足于手工的效率，而是人类
从不安于现状从而发明了机器，
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环境。

另一方面，对方同学认为每
个人衍生出的欲望有所差异，所
以无尽的欲望并不具有普适性，
但是摄取食物满足基本需求的
欲望却是具有普适性的人性。可
是这样看来，每一个人摄取的食
物亦有所不同，萝卜青菜各有所
爱，是不是这样细分下去，世界上
没有任何东西具有对方同学所言
的普适性？所以这样的区分毫无
道理，纵使每个人衍生出的欲望
不同，但它们都属于每个不同个
体之不满足的无尽欲望。换言之，

在人类历史脉络中，人类正是有
无尽的欲望才走到如今，所以无
尽的欲望依然具有普适性。

结合上述内容，纵使在他方
厘清的客观性和普适性框架中，
无尽的欲望依然与对方同学对

“人的本性”的要求契合，而反观
人类发展脉络，我们正是在无尽
的欲望下生存与发展。我们渴望
生存，所以远古时代的人类穷尽
一切生存的方式———学会使用
工具、钻木取火。当小小的土地
承载不了人口的增长时，人类驯
化了动物，从狩猎采集的时代过
上了圈地农耕的日子。再后来，
部落的群居无法让一群人真正
团结在一起，所以逐渐产生了国
家，发明了律法，统一了度量，也
拥有了福利。或许这样的日子还
不够满足，我们觊觎邻国的土

地、别岛的资源，我们团结一心
又向外扩张。当世界体系逐步形
成时，我们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冷兵器、重兵器、生化武器、核武
器；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
车、轮船、飞机、航天器；第一次
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信
息革命、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
技术。我们追求、我们不满足、我
们坦然承认与面对自己的无尽
欲望。当然我们也知道正是这些
不满足驱使着人类前进，正是这
些不满足让人类了解新技术的
不足之处，也正是这些不满足区
分了人和动物。动物采集猎杀的
只会是当期的食物，而人类看到
的是遥远的未来，这也是人的本
性所在。

（厦门大学辩论队 陈梦婷
靳铃培肖智文）

1.对方辩友定义了“欲望”“本
性”，却没有解释“无尽”，我方翻
阅词典古籍，认为“无尽”，应当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无穷尽、不
消失的状态，而不是需求层次越
来越高的状态。尽管有人喜好山
珍，有人只爱粗茶，可您方承认为
了生存普遍具有的欲望不会消
失，是否契合了我方命题？

郑静仪、黄孆霞：我方认为辩
题中的无尽指的是无限向上延
伸，具有层次性。双方都承认为
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产生的
欲望是人的本性，人为了一直
生存下去，这一欲望也会随着
时间永不停歇。但这只是平面
的、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欲望，
且因为一次性的实现无法一直
维持生存。若这一基础层次、毫
无递进的需要都称为无尽的欲
望，那么您方自然得证，我方完
全没有论证空间。

其次，对方辩友将无尽简单
理解为不停是不合理的。一是马
斯洛需求层次告诉我们人的欲
望是具有层次性的，人的需求像
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分为五种，生
理需求是最低层次的需求；二是
辩题以“食色性也”为引子，因此
对“无尽的欲望”的讨论应当基
于儒家理论。儒家认为“仓禀实
而知礼节”，即百姓的基本生理
需求满足后，才能追求更高层次
的自我实现。即儒家认为满足基
本生存需要的欲望是有尽的，是
可以被满足的。无尽的欲望在儒
家背景下也指的是具有层次性、
向上延伸的欲望。

此外，您方举出的欧洲的殖
民活动等例子都不仅仅为了满足
基本生存需要，说明您方也承认

这里的无尽欲望更侧重于有层次
性的、无限向上延伸的欲望。因
此，你我双方都认为为了满足基
本生存需要的欲望不属于我们此
次辩题讨论的无尽欲望，即具有
层次性的、向上延伸的欲望。

2.我方不同意将客观性作为
衡量标准，“本性”就是与生俱来，
但不代表一成不变，我方承认欲
望会随着人所认识和接触的世界
而改变，但这并不影响欲望是“与
生俱来、不会消失的”，请教您方
凭什么论证本性一定是客观的、
一成不变的？

杨佳宁：我方在论证的过程
中并没有提到一成不变，而是论
证了本性具有客观性。以下进行
具体论述。

首先，本性具有客观性，客
观性是指独立于意识或精神而
存在的性质。正如我方坦然承认
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欲望是人
的本性，就像饿了需要进食、累
了需要睡觉，这是人类文明繁
衍至今所存留的天性，是不需
要任何后天的学习就会做出的
本能反应，即我方所强调的“本
性的客观性”。而我方希望借助
本性的客观性这一属性对人类
的欲望进行一个切分，即先天
具有的欲望是人的本性，在后
天影响下才能产生的欲望不是
人的本性。

具体来说，对于刚出生的婴
儿，他们是不可能产生对金钱的
贪欲、对爱情的情欲、对知识的
求知欲等欲望的，而只有当他们
逐渐了解这个世界并基于此形
成自己的三观的时候才会产生
以上几种欲望，而这种在后天因
为客观环境影响塑造出来的个

人价值观、个人情感而产生的欲
望又怎么能定性为是具有客观
性的“人的本性”呢？

3.如果人没有基础的欲望如
何生存？如果人没有更高层次的
欲望如何进步？世上又有几个人
能无欲无求？

王天琪：首先，我方从来没有
否定过基本欲望的存在和价值，
相反，我方也承认基本的欲望是
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而我方对欲
望进行了切分，人为了维持基本
生存所具有的摄食饱腹等欲望是
不为主观所改变，且有尽的；而对
于基本欲望之外的类似于吃饱之
上又要吃好的需求，是基本欲望
之外的衍生欲望，因其受制于客
观环境又不具有普适性，虽然具
有无尽的特点，但却不能称之为
人类的本性。

其次，人类对于更高层次欲
望追求的利弊与我们讨论的辩
题无关。但若对方辩友非要从价
值层面与我方讨论对高层次欲
望的追求与人类文明的关系，那
么对方辩友只狭隘地看到其对
人类文明的一定推动作用。欲望
有利亦有弊，无尽的欲望可能给
人以一定前进的动力，同时也可
能把人拖进深渊，欲望的过分膨
胀反而是幸福的敌人，故我们说
知足者常乐。调查表明，不与别
人比高低所带来的幸福是高收
入所带来的幸福的 5 倍。叔本华
说过，欲望过于剧烈和强烈，就
不再仅仅是对自己存在的肯定，
相反会进而否定或取消别人的
生存。欲望不是绝对的，需要理
智的调控与节制，它也绝不可能
像有人声称的是文明发展的唯
一动力。

答正方问

综上，对于欲望的多层次、
客观性，我方已经论证得很详细
了。而对于“无尽”的理解可以是

“多种多样”，也可以是深度上的
“无法穷尽”。在“多种多样”这个
层面上，我方在一辩稿中已经详
述，就像刚生下来的婴儿不可能
产生对金钱的贪欲、对爱情的情
欲，只有当他们了解这个世界并
基于此形成自己的认识时，才会
产生以上几种欲望，而这种因为
后天客观环境影响所产生的欲
望又怎能定性为“人的本性”呢？
从深度上看，无尽的欲望也不是
人的本性。当人吃饱以后，人体
就会分泌“胆囊收缩素”减少进
食的满足感，从而让你停止进

食，由此可见，人体的运作是极
有规律的，不存在对某一事物具
有无尽的欲望。倘若对方辩友非
要说只要人活着总是会产生进
食、休息等欲望，一来，人的寿命
有限，何来无尽之说；二来，若是
从人类文明的连续性上进行论
证，我方显然没有论证空间。

最后，从对方辩友立论中可
知，您方追求的是“建立安全感”
和保证“生存的稳定性”，进而您
方提出“如何进步”。我方高度认
同。但我方要指出：只有区分开
哪些是基于人的本性所产生的
欲望以及哪些是超越人的基本
生存需求的、无尽的欲望，才能
获得安全感和生存的稳定性，才

能通过实现客观的契合人的本
性的欲望来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恰恰是不可控的“无尽的欲望”
才是将人类带进深渊的恶魔。希
特勒的欲望如此、日本军国主义
的幻梦也如此，您方举出的“戈
尔迪死结”、古埃及的军事扩张
等也如此。因为这些欲望背离了
人的本性，是无尽的欲望。

因此，我方认为，有节制的
欲望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
定社会的进步，但是无尽的欲望
却是把人拖进深渊的恶魔。

综上，我方坚持认为无尽的
欲望不是人的本性。

（四川大学辩论队 郑静仪
黄孆霞杨佳宁王天琪）

结论

“食、色，性也。”告子
和孟子在性本之争中，都
认可食色这类满足生理
需要的追求为人的本性。
但是当欲望从“饭疏食饮
淡水，乐亦在其中”演变
为“非山珍海味不可”时，
是否还能归根人的本性
呢？诚然，在我方看来并
非如此。

开宗明义，“欲望”是
指想要得到某种东西或
目的的意念愿望，根据马
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
欲望具有多层次的特点，
如告子之言中的“食色”
为生理之欲，汲汲于富贵
为贪欲，潜心学问为自我
满足之欲。“本性”意为与
生俱来的天性，何为与生
俱来？即不依靠后天培养
和教育，从一出生就拥有
的特性或行为，这种特性
不以外界的主客观因素

为转移，是一种客观的属性。今天
你我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地真诚地
探讨“人的本性”这一哲学问题，任
何个例都无助于彼此的讨论，因此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本性自然是普
罗大众人皆有之的“本性”。由此可
以归纳得出，本性具有客观性与普
适性。

本性具有客观性，不以外在
环境为转移，而无尽的欲望却是
以客观环境为基础，为客观环境
所塑造。人自出生时便有摄入食
物的需求，在这种需求之上产生
了吃饱饭的欲望，这种低诉求的
原始的欲望乃为人之本性。然
而，随着人接触的外界环境日趋
复杂，人便产生了无尽的欲望，
比如吃了一辈子粗茶淡饭的人
突然看到了山珍海味，便产生了
吃得更好的欲望，若客观环境的
限制使其一生都无法认识到这
些东西得存在，那么吃山珍海味
的欲望亦无从产生。正如生活在
古代之人不会产生拥有汽车、玩

手机的欲望，从来不知道什么是
奢侈品的人不会产生要穿戴奢
侈品这样的欲望一般，在满足生
理之需的原始欲望之外的无尽
欲望是基于客观环境而存在的，
是由外在环境所派生。因此不符
合本性之客观性，无尽的欲望不
是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具有普适性。如摄
取食物和水分，这是人对满足生
活基本需求的欲望，属于人的本
性。而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不同的
人又会产生不同的追求。如有人
追求吃甜的，有人喜欢辣的，有人
喜欢山珍海味，有人只爱粗茶淡
饭。这些欲望具有不同的标准也
会因为个人的发展不断衍生，是
无尽的欲望。但其不具有普适性，
不是人的本性。

正是因为人的本性的客观性
与普适性，与无尽的欲望的主观特
异性和不可衡量性，两者之间不相
恰、不共融，所以无尽的欲望不是
人的本性，我方坚持我方观点。

反方
四川大学
反方

综述

5 月 8 日辩
论专版中刊登的
“高校是否应该
开设劳动课”的
辩题投票中，正
方云南大学支持
率为 47%，反方
贵州大学支持率
为 53%。

《孟子·告子》篇中提到“食、色，性也”，衣食住行等身体的欲望都是人的本性，但是欲望满足之后是否会
产生新的欲望？而满足了足够多的欲望之后，人是否会变得无欲无求？人的欲望是无尽的吗？且看本期厦门
大学辩论队与四川大学辩论队各抒己见。

校园辩论赛

陈黄律绘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