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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光远的休闲哲学纲要 

——纪念于光远先生诞辰 105 周年 

	

马惠娣1	

（发表在《哲学分析》2020 年第 6 期）	

	

内容摘要：休闲学是于光远晚年开拓的最后一门学科。他秉承马

克思主义的人文思想，以“人的解放”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为

理论核心，以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为路

径，在考察人、生活、休闲、劳动、消费等社会现象的基础上，探索

休闲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探索休闲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

所具有的规律性、时代性、实践性等问题。开启了中国休闲研究的航

程，并为学科发展指明了理论方向。	

关键词：于光远	 马克思主义人文思想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思

想方法	

	

于光远2，自 1995 年中国实施每周五天工作制后，于是年 7 月在

北京成立了休闲文化研究小组，组织各界人士开展对这一新的社会文

化现象的研究。在他看来，“人的解放”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1 马惠娣，原《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部主任、编审。自 1995 年始在于光远的指导下从事跨学科休闲研究

至今。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研究中心特聘主任、研究员。学术旨趣：自然辩证法，跨学科休闲研

究。电子邮箱：mahuidi@china.com ；网站：www.chineseleisure.org 
2于光远，（1915-2013 年），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

（1955 年）。先后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等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创始人、中国休闲研究的奠基者；一生开拓了十数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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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主义人文思想的精髓。普遍有闲社会的来临，标志着人类生

活、生产与社会意识进入一个新阶段。休闲研究在本质上是实践马克

思主义人文精神，是我们时代面对的重大理论与社会实践问题之一。

于光远的这些远见卓识为开创中国休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 于光远与马克思主义 

	

于光远3	 自青少年时代接触《道德经》、《易经》，开始对哲学感

兴趣。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读物。在此间读完

《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英文版）。“这两本

书对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的关系，书中所阐述理论解决了在这

之前我读各种有关自然哲学的书时产生的许多问题，使我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十分信服……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一把认识世界的钥匙，并成为

我毕生的航标。”4	 	

于光远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充满了人文主义思想，关注人、解

放人、发展人是其核心，也是人的主体性之根本。他常说，马克思主

义是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学说，具有不可分割性，其中生活观、休闲观、

劳动观和消费观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重要组成。因此，对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不应片面理解、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马克思主义来源于

																																								 																				 	
3于光远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社会活动家，是中

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光远讣文’”。 
4	 马惠娣：“于光远访谈录——谈人生”，1998 年，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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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也接受来自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完整、系统、准确地

领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于光远的学术使命，也是他始终如一的思想原

则与理论方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于光远曾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从 20 岁到现在快 80 岁了，这个科学信念我没有动摇过。当今马克思

主义在世界和在中国都不行时，马克思主义发展也的确不理想，就在

这个时候我宣称自己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做这样一个宣布，

是很不轻松的。尽管自知知识功底（尤其是关于当代国际知识）和年

龄与身体状况，对于从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感到力不从心，但

我还是想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件事上，尽一点责任，做一番努力。”5	

	

二、于光远的休闲思想 	

	

于光远的休闲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认为，休闲在人类

文化文明进化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启迪人类“认知自我”、“生

存意义”、“生活意义”等重要生命时空研究的重要对象。其休闲思想

便是建筑在这些问题上。	 	

（一）于光远的生活观 	

	 “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

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不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而是对人、生

活、劳作有大量的社会考察与透彻的理论分析。	 	

																																								 																				 	
5 于光远，《我的市场经济观》，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 年，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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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论断首次作为一个社会科

学概念提出，对于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具有多重意义：首先，揭示了

生产与生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内涵与外延之不同；其次，

揭示了生产与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揭示了不论生产、还是生

活，其主体都是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在于人的独立性和独创

性……精神上的愉快要高于肉体上的快乐……人不仅仅是物质的人，人

还是有思想的人。”6这个概念也揭示了人与生活的本质属性。于光远

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他常说：“人与生活及其存在方式问题”是马

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出发点。	

如何思考“人”与“人的生活”呢？他说：“在生活方式上，除了

满足基本需要外，可以说实质上是文化问题，也就是提高各个生活领

域中文化成分的问题。”恩格斯有句话，叫做一要生存，二要享受，

三要发展。生存就是活着，活得健康；享受，即比生存的一般需要多

得到一点；发展，便是发展自我的个性和才能。”	 7 “社会主义建设

——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及其他活动——都是为了改善劳动者的生活。

但是直到现在，劳动者的生活问题很少列入党政机关的议事议程”。

8	

“我们应该研究人民群众的消费、生活和生活方式问题，使人民

群众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生活得更美好、幸福和健康。一方面帮助群众

树立正确的生活方式，包括审美观点，让他们自己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6 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7 于光远，《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51 页。 
8 于光远，《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46-3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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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和消费正确结合的办法来指导消费。”9	

众所周知，自 1949 年后至改革开放之初，“生活方式”问题几乎

是空白。“抓革命、促生产”主导当时的意识形态。于光远此时大声

疾呼应当“抓生活、促生产”。10那个时候，于光远发表了大量的论生

活方式的文章，也组织了许多学术会议，将“生活方式”带向全社会。	

1984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报中，其中三段约 600 余文

字浓墨重彩地将“生活方式”写入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公报”，这与

于光远当时作为该文件的起草者有重要关系。	

“文革”结束后，他作为重要的倡导者，将生活方式问题引入学

术领域，形成了生活方式研究的“黄金期”。11	

（二）于光远的休闲观 	

休闲既是社会问题、时代问题，又是个体问题、生命问题。无论

如何，休闲都与我们人生中的三分之一，生命中的三分之一，生活中

的三分之一密切相联，而且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因此休闲研究，需要

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经济学、生物学以及其

他学科的对话。12	 于光远对休闲现象的思考与研究突出了跨学科的特

色。	

于光远的休闲思想开拓了他人生中最后一门学科。伴随经济的发

展，国民有闲时间开始增多，从国家立法角度保障公民休息权已被得

																																								 																				 	
9 于光远，《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50 页。 
10 于光远，《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81 页。 
 
11 王雅林，生活方式研究的现时代意义，载《社会学评论》，2013 年第 1 期。 
12 于光远、马惠娣，《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研究的十个基本问题》，重庆：重庆大学出版

社，2008 年，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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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关注。而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正趋于多元化与多样化，人们从事劳

动生产的方式也在变化。	

“普遍有闲社会”的来临，首先需要搞清几个问题：第一、什么

是“普遍有闲的社会”？第二有闲的社会对人意味着什么？第三、政

府在有闲社会中的职能是什么？第四、有闲社会最怕什么？1996 年

初，于光远发长文论述“普遍有闲的社会”，对上述问题作了初步的

思考。	

他指出：“争取有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从现在看将来，如果闲的时间能够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增加，闲的地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是未来社会

高速发展的必经之路……。不认识休闲在社会进步中的价值，我认为

是缺乏远见卓识的。”13	 对“普遍有闲社会”做了质的规定性，与其

他社会阶段的“闲”有了本质性的区别。	

于光远批判了当时社会上的左倾思想，指出：“有人说，现在我们

中国也还不那么富，社会上还有生活困难的人，而且还有一些贫困地

区，我们应该多讲艰苦奋斗，不应该去讲什么休闲。这些人少了点唯

物辩证思想。……我们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么？说到底还不是为了社

会成员生活过得愉快。”14	 	

“闲”的时间增多对人与社会意味着什么？他说：就个人来说，

就有一个把自由时间支配好，使这段时间过得愉快、过得充实、过得

有意义。从社会角度说，也有一个如何帮助、如何引导人们支配好“闲”

																																								 																				 	
13 于光远，论普遍有闲的社会，载《论普遍有闲的社会》，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第 2 页。 
14 于光远，论普遍有闲的社会，载《论普遍有闲的社会》，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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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利用的问题。为了使人们“闲”的时间过得好，有关的产业部

门也兴旺发达起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同样重要。15	

普遍有闲社会的来临，既为人自由地争取多方面发展提供了必要

的保障，更为政府的公共服务、公共政策、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标

准，尤其应当尊重并满足人们对多方面物质与精神需要的诉求。聪明

地用“闲”是对人的身心健康、社会经济体系、现代生活方式，甚至

对文化价值的确立都将产生影响。如果不能很好地分配和利用闲的时

间，那么对个体和社会也会产生非常多的负面作用。	

他在解释未来社会经济和生活原则时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整个人

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

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

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6	 而自由时间的出现，为人的解放和自由

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西方文化中“休闲是一切事务环绕的中心”。这个传统对近现代

的西方创新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英国有从 17 世纪始延续至今

的剑桥大学“下午茶”。  

“休闲是个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是认识人的问题。但是，无论是

在西方还是东方，这种认识已被现在的人们淡忘了，这是人的异化形

式的现象之一。”17 

	 	 	 	 （三）于光远的闲暇观 	

																																								 																				 	
15 于光远，论普遍有闲的社会，载《论普遍有闲的社会》，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第 9 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7 卷，第 216 页。 
17 于光远、马惠娣，《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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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本人就是一位利用时间的高手，熟悉他的人说他的 24 小

时相当于一般人的 48 小时。他认为，人的行为、活动（包括肢体、

大脑、情感、思想等等）决定时间存在的性质。所以，人的时间是一

个很高深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当人的意识对时间所产生的影响，直接

关系到时间的质量。	

早在 1980 年，于光远对人的非必要劳动时间做了“四分法”：“应

当把一个人一天 24 小时，区分成作为谋生而付出的劳动时间和其他

时间，在其他时间中包括生活必需时间、享受时间、发展个人的时间

和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他解释了“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时间的构

成”、“劳动时间以外时间的构成”、“各种不同时间的增减在社会发展

中的规律性”，以及在“全社会经济效果的提高”与“时间节约”的

背景下，分析了“最终产品的增产”、“生活必要时间缩短”、“社会消

费需要的变化”、“与劳动者就业问题”。18	 	

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认为：闲暇与休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无“闲”，难有“休”。“重视精神产品的生产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的重要保证，其中应当包括哲学、宗教、政治、法律、道德、文学、

艺术等。”19	 休闲更具有文化、审美与精神自由层面的意义。闲暇，

是一种以时间形态存在的无形资源，这个“资源”开发利用得好，其

价值重大。这样的区分会让我们的研究有清晰的边界，可以把道理说

得更准确。	

这段论述可以看到于光远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性，也深刻地
																																								 																				 	
18 于光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整个社会经济效果的提高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通

讯》，1980 年第 1 期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4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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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了“以时间形态存在的无形资源”的重要与宝贵。2006 年，于

光远提出一个问题：闲暇时间多了，我们干什么？这是时代的大课题。

20	 为什么是重大问题呢？他解释说：“学会珍惜，并有效、合理地利

用闲暇时间，你就拥有多方面发展自己的能力，你就会有丰富而充实

的人生。反之，利用不好，闲暇时间也会加害于你，轻则使你虚度人

生、碌碌无为；重则使你误入歧途，害人害己。这就是‘闲暇的辩证

法’”。21	 	

“闲”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自由的劳动与自由的劳动在时间上的

分配状况。	 “闲”也仅是生产力和文明进步的果实，也是促进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他说，很早以前西方学者就出“利用时

间是一个极其高级的规律！”而至今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休闲不当，会引起多种多样的心理变化。如何做到不因闲而闷得

发慌，不因赋闲而精神不振，而能利用闲时的轻松、安宁、从容的心

情，既得到紧张工作之余的休整，也能利用闲空，做忙时做不到或不

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闲暇时间将人的差异区别开来”，其意味深

刻。人的生命与生活品质并不仅在于他 8 小时之内干什么，更在于 8

小时之外的生活。合理、科学、健康地用“闲”对一个人的成长与成

材至关重要，可以为我们学习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为开阔视野，为

在艺术、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创造提供了条件。22	

于光远也有忠告：我很喜欢“多闻数穷，不若守中”这句话，意

																																								 																				 	
20 2006 年于光远与马惠娣在北京医院对话记录。 
21 于光远为江苏教育出版社《闲暇教育》一书作序，《闲暇教育》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见序言。 
22 于光远、马惠娣，《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研究的十个基本问题》，重庆：重庆大学出版

社，2008 年，“休闲与闲暇”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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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说，人的心灵要保持清净，而不要旁骛太多，没了章法和智慧。

因为，人一忙就容易乱，头脑不清醒；人一忙也容易烦，心情不能和

平；人一忙就容易肤浅，不能研究问题，不能冷静认真思考；人一忙

就容易只顾眼前，不能高瞻远瞩。23	 	

可见他对人的时间质量有很高要求。也把忙与闲的辩证法讲得如

此生动。	

（四）于光远的劳作观 	

于光远认为，当“有闲时间”增多之际，一些人产生了两个误区：

其一是将休闲与劳作24对立起来，似乎有了休闲，劳作就不那么重要

了；或者有了劳作，就难有休闲。对待这个问题，人们缺少了辩证唯

物主义。事实上，“劳作与休闲”是一对范畴（生命存在的两种形态），

在任何社会条件下，劳作与休闲都应并存。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

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高度地赞美了劳动的意义与价值。他

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

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劳动还远

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

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5 

劳动创造了人类，也凸显了休闲；没有劳动就没有休闲；没有休

闲，人类就不会有高级的劳作形式。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已经证明了

这一点：一方面，劳动产品的附加值愈来愈高；另一方面，劳作与休

闲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甚至劳作的创造对休闲的依赖也愈来愈多。 
																																								 																				 	
23 于光远、马惠娣，《休闲·游戏·麻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年，封面 
24 这里的“劳作”一词，是包含传统与现代的劳动形态。 
2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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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误区是：普遍有闲社会的来临，劳作问题就不那么重要，

或者说是一少部分人的事。他引用马克思的话：“劳动是积极的、创

造性的活动。劳动者的创造能力，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

源泉。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都是人类劳动运用自然资源创造出

来的。”26这就是劳动的本质。当然，随着人类进入 e 时代，会引起劳

作方式的变革，其中劳作形态、劳动者、劳动方式、劳动产品、劳动

过程、劳动对象等等都将被重新定义。27 

“e 时代”，一方面，人的闲暇时间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休闲

作为劳动创造的一个必要条件会备受重视，而全面自由发展劳动者素

养的要求会愈来愈高。纯粹为了劳动，或纯粹为了休闲，都不是人存

在的状态。这是以劳动与休闲作为一对范畴为基础讨论劳作与休闲关

系所具有的特别意义。 

把工作视为人们所从事的实现自觉设定的目标的人之有目的的活

动，即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在其中被嵌入主客体之间，人在其中创

造性地适应于被改变的客体，最终创立一个新对象化的过程。这个“新

对象”过程，就包含着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和谐社会

与美好生活，在相当意义上说，都是为了使人的生命活动能够更好地

享受休闲，而高级的休闲形式，可以创造更高级的劳作方式。28 

（五）于光远的消费观 

于光远作为经济学家对消费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给予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16 页。 
27 参引王克迪使用的概念，e 时代指网络普遍使用在办公、生活和各个领域的时代。 
28 于光远、马惠娣，《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研究的十个基本问题》，重庆：重庆大学出版

社，2008 年，“休闲与劳作”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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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他认为，消费是劳动力再生产与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中的重

要环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生产与消费、生活与消费、消费与发展

生产力的相互关系都将发生变化。从本质上认识消费的价值，才能从

根本上改善消费状况。 

于光远指出：“生存必要”的消费，这个概念不只是生理上的，它

带有社会的性质。生存资料的品种质量和数量都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

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满足享受需要的生活资料对生产流通起有力的推

动作用。归根结底，消费方式、消费内容、消费目的是与社会文明、

经济繁荣、人的自身素质紧密相连的。作为消费者的人，在社会上同

时也是一个生产者，他本人才能的发展，因为得到表现的手段为社会

所承认。对个人来说会增加他的收入；对社会来说会促进经济与文化

的发展，这会从消费和经济增长两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9 

事实表明，如果没有资本游离出来，人类就永远为生存而奔波。

休闲和消费也就无从谈起。按照这样的逻辑讲，消费与人的自我支配

的自由时间成正比。 

于光远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

义部分》里讨论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后的一个必然结果：新的消

费层因之显示出来，不仅增加了消费的数量，而且要求创造出新的使

用价值，在质上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从而论证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

条件下消费形式变化的必然性。30 

休闲消费在本质上是区别于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的消费。休闲消
																																								 																				 	
29 于光远、马惠娣，“论消费在社会经济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对话”，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 年

第 9 期。 
30 于光远，《于光远经济学文选》，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8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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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产品与其它一般产品的主要区别在于休闲消费产品所含的文化信

息和文化功能这两点上。这是休闲消费与传统消费的本质不同，是社

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规律，是消费在人类文明中所产生的新作用。31 

休闲消费的来临，应验了“边际效用”的规律。所谓“边际效应”

是指消费者在逐次增加 1 个单位消费品的时候，带来的单位效用是逐

渐递减的。这个规律告诉我们：一是生产产品需要多元性、多样性，

但每一个个别的欲望又有其限度。二是没有精神产品或带有文化附加

值的产品总会令人厌烦。对个人而言，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消费，

“边际效应”就会过早地出现。休闲消费的更大附加值是以一种新的

文化内涵鼓励人们把自我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我们应当

看到这个历史大趋势。32 

	

三、 于光远休闲研究的思想原则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全部社会生活在

本质上是实践的”33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根本前提。于光远说：

“在科学性上，马克思主义完全征服了我，也把我带到了一个新境

界。”34	 	

（一）、一个信念：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精神 	

																																								 																				 	
31 于光远、马惠娣，“论消费在社会经济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对话”，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 年

第 9 期。 
32 于光远、马惠娣，《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研究的十个基本问题》，重庆：重庆大学出版

社，2008 年，“休闲与消费”一节。 
3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34 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年，第 5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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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用一生的时间实践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清华大学大学期间

接触马克思主义，1939 年在延安窑洞油灯下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

证法》。一生中把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看作是实证科学的本源性。	

他的休闲学说便与马克思主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理论逻辑中：自由时间——解放人——自由

全面发展人——创造新经济——促进休闲消费——从内在方面提升

人——人的自由全面解放——对科学、艺术、哲学的全面享用——反

作用于生产力——尊重人——创造一个新的主体价值。在这个逻辑链

上，体现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人类社会生活普遍现象、规

律与人类生活世界的研究，体现了他对当代社会具有普遍性的现象，

以及解决社会生活伦理和政治实践的关切。他说：“我们的研究工作

不应该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作特殊的、具体的研究，

向着实践的方向前进，直到实践生活中显示出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

35	

他强调：学术应植根于社会、生活、民众，应能透视社会现实和

基层民众中的各种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他曾批评研究经

济存在的问题：“对经济学的研究决不可以仅停留在象牙塔之中，而

远离社会实践、远离人民大众、远离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和吃喝拉撒；

更不是把对长远、整体、综合的经济观察与研究建筑在象牙塔之上。

36	

（二）、两种关切：学术关切与社会关切 	

																																								 																				 	
35 同上。 
36 于光远于 2000 年 8 月 24 日在“休闲产业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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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的学品与人品，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气质。他叹

服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艰难的革命岁月中对社会与民众的关切，利用

宝贵的时间做各类社会调查，他说：“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扬弃。”37	

在他看来，马克思人本思想体现在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并把生活

看作是一切实证科学的本源性。因而，“人们对社会所进行的科学研

究是以生活为原点和出发点的。”这就是于光远开启中国休闲研究的

历史必然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于光远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不

能使劳动强度过高，以免损害劳动者的健康……用于发展自己的时

间，享受我们侧重在消费，发展我们侧重在创造。享受的结果是人的

物质与精神上的舒适，发展的结果是人的智慧与才能的提高。……有

更少的环境污染，即人民能在较好的环境中生活。”38	 	 	 	

1984 年当他了解到一些企业出现生产效益是正值，而生态效益

却是负值时，他指出：“我们应当采取坚决的态度、果断的行为，在

短时间内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必须对损害人民健康的环境污染与

资源破坏给予特别的重视。”实行 5 天工作制，他立刻意识到：休闲

是一个新的文化经济现象，是认识人的问题。	

他的学术关切，来源于他对社会的关切，他经常走基层，做深入

的社会调查。90 岁以前的他“坐轮椅、走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 2-3

次，每次都跑若干个地方。90 岁之后，他开始了“坐轮椅、走社区”，

																																								 																				 	
37 于光远著，《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51 页。 
38  于光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整个社会经济效果的提高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

通讯》，1980 年第 3 期。 



16	
	

从平民大众的生活中提出研究的问题。39	 他总是在社会调查中找到学

术关切与社会关切的结合点。	

（三）、两种方法：“咬文嚼字”和“广征博引” 	

于光远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总结出两种治学方法：一是“咬文嚼

字”，二是“旁征博引”。“咬文嚼字”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1）陈

述明确、论证严谨、不能自相矛盾；（2）争取获得学术共同体认同的

概念界定；（3）与经验现实对话的概念界定。这是哲学的基本功。他

反对把时髦的、流行的，而自己没有界定清楚拿来就用的做法；也反

对用文学上的修饰来掩盖模糊概念的做法，并坚持“不使用未经批判

的概念”。“旁征博引”旁征也，即不以孤证为满足。博引也者，前人

之研究成果尽可能为我所用。要求研究者对资料和文献的充分占有，

不仅材料多，而且能够合理运用；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也

需要社会科学的、哲学的学科知识，观察的视角多了，才能发现或找

到某种具有普遍联系的现象以及其中的规律性，这样论述才能生动鲜

活，令人信服。40	

（四）、两种精神：“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  

马克思本人对自由与独立的向往深深地影响了于光远一生。	 “独

立思考、精神自由”成为他的座右铭。	

“独立思考”，即“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口不随人语，

鼻不随人息”。为了独立思考，他鼓励人们学哲学，特别是掌握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他认为提高理性思维，可以让人拥有

																																								 																				 	
39 马惠娣，“多管‘闲事’的于光远”，见 www.chineseleisure.org  
40 马惠娣：“于光远教育哲学思想”，《哲学分析》，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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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能力。虽然人不学哲学也会思

考，但学哲学会使人更聪明。学哲学并不只是从哲学书籍和文章中

学，而是可以从各门科学中，从各种事情上都可以学到哲学。41 

“休闲哲学的实践性应体现在对时代气息、日常生活经验、价值

理念的充分反思与理解上，特别强调所有这些事物之间的整体性与相

容性，尤其要体现在塑造人的正确价值观方面。”42	 	

“精神自由”，让他的思想少有羁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注生活方式，提

出休闲研究……他在学术上的率先、率直与率真，源自他对“独立思

考”与“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 

（五）两种能力：文理兼通、吐故纳新 	

于光远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他是清华大学 1936 年物理

系的毕业生。周培源43是他的毕业论文的导师。1939 年在延安于光远

着手翻译恩格斯德文版《自然辩证法》。1956 年在国家制定《全国十

二年（1956-1967）科学远景规划》时，提出并主持制定了自然辩证

法（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规划，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自然辩

证法专业研究生，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物。1964 年与

他的老师周培源一道应毛泽东的邀请谈了很长时间的自然辩证法问

题。1977 年开始筹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他指出：“自然辩证法

																																								 																				 	
41 马惠娣，“于光远教育哲学思想”，《哲学分析》，2011 年，第 2 期。 
42 于光远、马惠娣，《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研究的基本问题》，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年，

“休闲与哲学”一节。 
43 周培源（1902-1993-）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1927 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

获博士学位，1929 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是于光远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期间的论文指导老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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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必须建立哲学工作者与自

然科学工作者的联盟……要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44他创造性地提

出“社会的自然”这一概念。他在解释这个概念时说：“物质资料生

产当然是最根本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和自然间的一个过程，这个过

程是以人为主体的过程，而人本身就是社会的自然”……“科学，既

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包括认识科学。”	 45他认为，科技的发

展，促进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和紧密结合。在这个

背景下，休闲作为哲学研究对象有着特别的意义。	

他曾告诫自己：“取得某种研究成果后就沾沾自喜，不再追求进

步，会使自己成为本人劳动成果的奴隶。这也是一种‘劳动异化’。

如果发展到这个地步，这个人在这个领域内恐怕不能再有什么进步，

这可能是遇到的一个陷阱。避免的办法就是把研究成果置于自己批评

对象的地位。”46	

“文理兼通”让他的学术打破了学科间的藩篱，使他不囿于一隅，

而不断接受新事物。这“两种能力”同样让他在休闲研究中开拓了许

多新视角、新领域和新方法。	

	 	 	

结  语 

 

休闲研究是于光远人生中开拓的最后一门学科。他留给我们许多

未尽的领域：休闲研究不能不考虑“休闲”时空属性，即如何充分利
																																								 																				 	
44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年，第 541 页。 
45 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年，第 14 页。 
46 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年，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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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间与空间的问题；哲学属性，即人与生活的本质属性；科技属性，

即科技创新在休闲生活中的运用；经济属性，即劳动和休闲提出的新

的经济规律；艺术属性，即休闲带给人的自由状态，给人以无限的想

象力和审美力。47	 这些都是休闲研究的基础问题。	

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离开休闲问题衡量“好生活”与“现实的

人”是不完满的。其根本标准在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

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认为这句话最适合用来“概括未来新时代

的精神”。48	 	

普遍有闲社会凸显了休闲研究的重要性，尤以后疫情时代的来临

更引起我们对休闲多重意义的思索。于光远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缜密的

中国休闲研究的学术文本——他对休闲本质的阐释，对马克思主义人

文思想的继承，对休闲与人本精神、与闲暇、与劳作、与创造、与消

费关系的准确把握，是休闲学术史上的宝贵财富。他为中国休闲研究

题写的宗旨：“关注国计民生中的休闲，关注休闲中的人文关怀”，将

永远是中国学人的座右铭。	

																																								 																				 	
47 2004 年 3 月 14 日在文化部重点课题“闲暇时间：我国公众文化精神生活状况的调查”结题会议上的即

席发言，见 www.chineseleisure.org。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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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Yu Guangyuan and His Thoughts on the Leisure Studie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5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Yu 

Guangyuan 

Ma Huidi 

 

Abstract 

The leisure studies in China was the last subject developed by Yu 

Guangyuan in his later years. In adherence to Marxist humanist thoughts, 

Yu took "human liberation" and "freedom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as his theoretical core, and adopted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hat incorporated philosophy, sociology, economics, anthropology and 

other into his methodology. H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isure 

and human subjectivity while analyzing social phenomena such as human, 

life, free time, leisure, labor, and consumption so on. He treated leisure as 

a new kind of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aiming at teasing out its 

patterns, temporalities, and practicality. His pioneering researches helped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 of leisure studies in China and map out 

theoretical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Yu Guangyuan, Marxist humanistic thoughts, Leisure theory, 

Realistic person, Freedom and Comprehensive Per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