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社会制度

                       海之涛：

    摘要：过去，经济学家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成六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本文认

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似乎只是来自一些“乌托邦”的空想，不是社

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称其为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自由市场经

济和自由企业经济的概括，它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从原始社会就开

始了，那时是原始资本活动，以物换物；资本经济要一直延续到人类社会的灭

亡。

人类社会的划分主要分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从政治上划分，对应的是

------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民主社会和统一社会，共五个阶段，

这是一个完整的周期过程，与《宇宙法则》（2003年）第9章的人生周期、天体

周期相似。

从经济上讲，与政治体制相对应的是 ------- 原始资本、小手工业资本、

手工业资本、工业资本、国家统一资本，这也是一个完整的周期过程。

                         一. 社会制度

政治和经济即相互影响，又互相矛盾，但社会和经济学家将其混为一谈，

错误地划分社会体制。比如，见到资本家进行的大资本工业化活动，就说这是

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引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大辩论，这种理论大

辩论更进一步上升到社会阶层的大争斗 ( 有些国家目前仍在进行 ) ，从而造

成近百年来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大动荡，也使近千万人民的生命死于非命。 

1.   民主制度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我们在历史上都经历过，因为它们被真

实地记录下来，什么是民主社会？ 

民主制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现代的民主观念主要由早期欧洲的自然人文制

度形成。民主制度的形成初期，不被人们所重视，受到强大的阻力，如美国的

解放黑奴和南北战争；欧洲革命 ( 包括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 ) ；中国的

五、四运动等，这些早期民主运动大都采取宣传反封建、公职竞选、言论、出

版自由和以法治国等形式。

但由于封建制晚期的旧势力仍然强大，所以大都是以巨大的伤亡而结束，

如美国的南北战争期间，死亡人数达一百万；欧洲革命死亡达十几万；中国从

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有近几百万人死亡。尽管社会各阶层为民主 ( 口号是

人民做主 )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人们到如今还不知道，这是一个民主制度的

到来，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的到来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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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过程中，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动荡

岁月，代表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者拼死抵抗也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在中国的春秋

战国时期，群雄幷起，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大群变法革新派，如商鞅就是一个典

型的代表。在战场上，统一和割据、先进和落后的体制长期争斗，秦将白起长

平一战就坑埋赵卒四十万人。

也许你会问，当时的统治阶级可真傻，你们何不顺水推舟，跑步进入封建

制，不就不会死这么多人了吗？可你错了，这是你站在现在几千年后的高处看，

才有这样的结论。如果你生活在当时，你是不会知道你生活在奴隶制向封建制

转型的社会条件下的。

同理，目前大多数的国家统治者和人民也不能洞察他们生活的社会体制是

怎样一个社会体制，只是似乎感觉有这么一个迹象，所以就一味等待，摸着石

头过河。几千年后的未来人再看现在，又会嘲笑现在的人类:“你们死了这么多

人还不知这是从封建制向民主制的转型过渡期吗？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

度根本就不存在。”

从宇宙法则原理体会到，大规模的民主制转型从美国南北战争以前就开始

了，与中国春秋战国的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情况大致相同，到目前为止，死

人百万。这还不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战争，因为两次世界大战

不是民主战争，而是统一战争，是有人想把全球统一起来。我真耽心有的国家

将来会为这一转型再死几百万人。

道理虽然简单，但要让所有人相信就不简单了，如果当今全球的学者和政

治家都认同本书的理念就难上加难，好在历史是向前走的，社会的发展也不是

什么伟大政治家或著名教授设定的，它将遵循本书所讲宇宙法则的自然规律进

行变化和发展，太快要被打回头，太慢也要被人踹，谁阻碍社会进步，谁将得

到惨痛的教训。

           

           图 1   政治社会体制

2



封建制是经过五波循环而衰亡的。以中国为例，汉朝初期、唐朝初期、宋

朝初期为一、三、五波强盛期；南北朝、五代十国为二、四波战乱期。宋朝后，

封建制走向衰亡。

      图 2   资本活动体制

    

推测将来全球所有国家都民主化为第一波高峰，然后民主制有三和五波高

峰，中间有两次大的战乱，大概是宗教战争和统一战争，这是以全球范围来说

的，间隔大约500年。

2.  统一制度

民主制发展几百年或千年以上，将进入统一制度。什么是统一制度? 简单

地说就是宗教统一 ( 统一“.”)、科学统一 ( 统一“1”)、国家民族统一 (

统一“o”)。

统一制将克服民主制的缺点，如国家过于分散、民族分裂、各自为政、选

举舞弊、政党混乱。如果再加上议会打架，政客间相互下毒、监听、性骚扰等

丑闻，这都是民主制需待克服的弊病。另外，统一制也将减少民主制的竞选浪

费，如几个国家和地区联合选一个总统或轮值总统，这可使民族相互溶合。一

般会在政治经济差别比较小的国家首先出现，如欧洲，它们目前似乎已有这种

迹象。

接着，全球会根据相近文化、宗教、民族分成几个大区，如非洲区、中东

区、亚洲区、美洲区等，每一个大区只选一个总统或轮值总统，区内无国家边

界，无签证限制，这将加速民族溶合和宗教和解。进一步，最终大区和大区将

合幷成一个地球国 ------- 无国家边界，无种族歧视，无宗教冲突的大同世界，

正如《宇宙法则》（2003年）第9章所述。

 

当然这是理想和最终的，进行过程中不排除有阻力，如有些民族的民族主

义特别强烈，文化的自我保护，宗教保护，不与外族通婚等，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统一制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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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问，统一制是不是共产主义理想? 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

运动，主张财产公有，消灭市场体制和剥夺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全民按照各自

所需分享共有财产的社会制度是不是也正确？  

我们可以这样说，统一制度不同于共产制，首先消灭个人所有、共有财产

就无道理，不知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或是混为一谈。另外，统一制

的条件是在民主制的基础上，不是在封建制或半封建半民主制的基础上。还有

民族大混血也是至关重要，只有民族大溶合才能取消国家概念、宗教概念和民

族概念，这不是几百年、几千年能完成。看如今世界各国，种族主义强烈、民

族矛盾尖锐，宗教各立山头、水火不容，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常年战争，打了

和、和了打。你说统一宗教，他们要问你: “是你们基督教统一我们，还是伊

斯兰教统一你们”；你说统一民族，他们要问你: “你们是不是吞幷我们的文

化和传统”。

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君主和政客想这样干，远的有成吉思汗、恺撒大帝、拿

破仑 …… ；近的有希特勒、日本天皇 ……，他们都想统一全球，可结果都失

败了。原因非常简单，只因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民族未大混血，强行统一一定

会以牺牲众多其它民族的生命为代价，如种族屠杀，幷遭到强烈的反抗，最终

这些人物成为历史的罪人。

同理，马克思的理想社会理念不错，只是没有给出以上的条件，一些人就

认为共产制唾手可得，如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就是其中之一，他过早地

将俄国变成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为了推翻上层贵族，就将人类社会自然稳

定的树种、树干和树叶相互依附的层次关系 ( 如树叶吸收阳光给树种、树种吸

肥料给树叶 ) 变成动荡的、激风暴雨式的斗争关系。

到目前，苏联眼看此路不通，就急忙转向，害得国家四分五裂。这情况在

股市上很常见，比如将大热股炒的太快、太高、太远，一下子收不回来，当市

场转向时，一下大跌成了垃圾股，有人不得不抛掉旧股转买新股 ( 如抛共产股

买民主股 )。可怜那些跟风的国家买进和持有太多旧股的期权和期货 ( option

and future )，且是倾整个国力购买，忍痛卖出，整个国家经济可能立即崩溃，

还可能造成国家动荡不安；可继续持有这类“共产股”期权和期货，它们几乎

无市场。

最早一些欧洲西方国家是首先持有这类“共产股”的，但后来全部抛给了

东方国家。东方国家喜欢持有，不易转向，因为心理偏“o”，股市是这样，政

治体制竟也是这样。

看吧，将来西方国家会将民主制再抛给东方国家，等东方国家内战加死人

慢慢全变过来时，他们已经向统一制靠近了。只是目前摆在东方国家面前的是

抛还是继续持有，那进退维谷的心情同其国家的大多数股民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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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革命思想，早年为人类的进

步做出过很大贡献，这才有今日西方国家重新思考工人、农民和中下层人士的

福利、工作和失业保障，取消童工，保证妇女权益和免费教育等。

而当今世界，许多理论家认为马克思理论是错误的，但错在哪里他们说不

清。实际上，马克思努力一生的实质是想打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

这正是宇宙法则不断扩大的“o”和不断伸展的“1”。而当今世人无力推动社

会再进步，再扩大“o”，更无力发展和超过马克思的理论，反而利用马克思的

理论当锅盖，压制开创者、改革者，实是错在今人呀！

“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一个哲学规律，即不断否定旧事物，

创造新事物；或说成螺旋向上，每一次否定都把事物推向更高水平。这同新陈

代谢，“o”和“1”的周期演化是一样的。

可在有些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被捧为崇拜的偶像，他们的画像和

雕塑满街都是，成为教会、教主神像，他们的著作成了圣经、佛经，改不得、

批评不得，否则会受迫害和围攻，由此造成的宗教现象或唯心现象，违反了马、

恩、列一生坚持的唯物主义和革命初衷，也使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智慧被压在了

一个“o”上，无法再提高了。无法提高最终就演变成落后。

我们前面讲了，社会发展到这地步，向前是民主制，向后是封建制，中间

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不稳定阶段，如春秋战国，通常会死很多人。我不忍再看更

多无辜平民死亡，只是暗自叹息当今世界各国，有的国家采用部落制、宗教制；

有的国家是军阀制、皇帝制、独裁制；跑的远的国家宣称自己已进入“土豆加

牛肉”式的共产制，还有众多自行泡制的什么初级阶段、民族自决制、…… 等，

死人千万才达到这种水平，你说能不被后人耻笑吗？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中国的一句经典成语，你只要知道人类社会

制度是这五种形态，顺风撑船，首先进入民主制稳定期，它才刚刚开始，还有

千年的时间。最好从上向下改，即从树种向树叶推，不要从下向上推，这样会

死人和战争。然后在取消国家边界，全球民族大溶合的基础上，统一制度才能

顺理成章的到达。等到那时再回头看现在，又有一番感慨，不但成吉思汗、拿

破仑的统一理念能完成，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同思想也会实现。

怕就怕有些国家统治者对权利看的重，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懂的少。

而大多数自然和社会科学家、本是国家精英，肩负着将社会进步向上推的重任

( 如社会科学家是推 “o”，推社会进步，全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为这

一目标服务；自然科学家是推“1”，推探索外层空间，全部的工程科学技术也

都为这一目标服务 )。

但当今许多国家的最高科学家都是些武器专家，他们专门研制核武器、生

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来危害社会；而最高社会科学家都是些吹捧专家，专为政党、

统治者宣传个人崇拜和歌功颂德，如前伊拉克政府就是一个代表。加之有的理

论家写的论文过于烦琐、复杂，大耍八股太极，骗研究资金，对历史研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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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研究少，成了维护旧“o”的理论警察，根本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和督促统

治者。一但社会动荡，将一发不可收拾，后悔都来不及。

发生暴乱和战争就意味着整体人类智慧向下跌，难民的全球大逃亡又加剧

了灾难的发生，别谈什么民主制、统一制，就是原始制的人吃人、人吃野草都

可能再现。

3. 后统一制度

统一制是人类政治的最终目标，经济目标是统一的大工业资本生产。到那

时已没有国家，只有一个个分立的工业区。工业区按行业分，如有的区专生产

高技术，有的区专生产生活用品，物资极大丰富，人民富足。富足的本身不是

共产，而是人人拥有大量的私人物业和资产。他们可工作，也可不工作，只是

人人对未来充满紧迫感，而不是无忧无虑。

因为大自然的灾难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他们不得不全力工作探索外层

空间。而分区化的大工业资本生产也有利于集中资本开发太空探索，建太空基

地。

统一社会可能延续几千年，直到地球的气候变的越来越热，然后突然变冷。

气候的反复无常，也许是太阳或地球生命智能体降低信号来临，地球已经不适

合人类居住，地球人类不得不寻找新的栖身地而离开地球。但地球的气候异常

不是短时间能结束，通常达千年或万年以上，离开地球的极少数智慧人类通常

不会再回来了，大部份留下的人将自生自灭。

如果灾难是突然来临，而不是缓慢变热或变冷，比如一个小行星、彗星将

撞地球或太阳突然大喷发，而目前人类又无办法避免，情况将变得复杂。注意，

灾难达到哪一级程度非常重要，灾难越重，下一波文明花的时间越长。 

如果灾难不太严重，只相当于五千年前的地球大水灾。发达国家的一些智

人已乘航天飞机逃跑，地面设备已毁，许多人得瘟疫而死，无人能懂得再建航

天飞机了。只有些边远的原始人留了下来，文明基本没有了，他们可能连简单

字都不懂。等地球气候正常后，人类又开始繁殖起来，那时的人类又开始另一

个大周期 -----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民主社会、统一社会。

如果灾难严重到只有小老鼠躲到地洞才能逃过此劫 ( 注意，老鼠是人的近

亲，也是地球上生命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它们能抵抗核辐射也是自然之迷 )，

它们也会向人类进化，因为时间和空间就是能量、与生命智慧体成正比 ，等它

们花漫长时间变成人类，再从非洲开始向全球扩散，后来的人再回头往非洲找

头盖骨时，得出的结论还是人类的起源在非洲。

我们再说跑走的原地球人子孙，他们的旅程充满风险，可能死于半路，就

象人类早年的大迁移一样。如果幸运地找到另一个星球，不知过了多少代，从

祖先的记载里发现有这么一个地球，其子孙就寻根问祖式地回来游览一下，如

6



同现在的城市人到非洲人类发源地原始部落看一下新鲜一样。只是上一波的外

星子孙不知对这一波的地球部落人说些什么，给部落人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呢？

还是劝告一下地球部落首领应当向文明和进步改变，不要再进行无益的战争了。

他们会说：“你们的‘星球大战’电影，全是地球土著部落人想象外星文明人

的大战，你们地球人总是打，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中东战争、两伊战争 ……，这几百年来，战争从未停过，我们一直监视着你们，

觉得挺开心，只是不知你们是为什么？所以你们地球人就把外层空间也想象成

你们星球的水平，不停的战争。” 

二. 总结

作为总结，本章谈到的五种政治体制 ------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

社会、民主社会、统一社会就相当于《宇宙法则》（2003年）第9章谈到的人的

一生 ------ 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五个阶段。

童年就相当于原始社会，因为孩子天天光着屁股乱跑、乱叫，什么都不懂；

少年就相当于奴隶社会，父母吆喝打骂，出去有时还用绳子牵着；青年就像是

封建社会，父母包办婚姻、工作或考学；中年相当于民主社会，因为岁数大了，

总算有了自由、自主权了；老年相当于统一社会，子孙满堂、其乐融融。

五种政治体制在自然界又对应于树的一生，原始社会是种子刚发芽，混身

带着泥土味；奴隶社会是小苗受控于种子，需要养料和肥料；封建社会是小树，

需要扶持和剪枝；民主社会是大树，树叶可自行开花结新种子；统一社会是老

树，周围环绕着子孙树。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原始社会经过几千年，中间经几百年的动荡进入

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再经过几千年，又经几百年的动荡进入封建社会；封建社

会还是过几千年，同样经几百年的动荡进入民主社会；后面是民主社会再过几

千年，再经几百年的动荡进入统一社会，这是一个大循环。时间是动荡期

(“1”) 短，稳定期 (“o”) 长，与第 13章谈的人类进化法则类似，每一次

从动荡到稳定，社会就前进一步，其真谛正是宇宙法则的基础。

既然人类社会制度大致就是这种阶梯式，按周期螺旋进行演化和发展，联

合国大会何不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些切实可行的举动，帮助地球上所有国家进

步。如在政治上，强制所有会员国向社会进步方向转变，而不是等待他们国内

发生大规模的动荡或进行什么民族自决式的内战。强制性的措施包括监督各国

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变，保证维持各国的政治稳定和领土完整，如果不

按民主和法律程序将给予制裁和国际压力，甚至军事干涉。在经济上，强制所

有会员国稳定发展经济，资源合理分配，取消污染环境的工业等。

如果真是这样，实是地球人类的一大幸事，联合国大会也从有名无实到真

正行使它的全球管理权和监督权。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联合国的压力比本国

人民迫使本国政府来的稳定，如果让本国人民从下向上推动社会进步，不可避

免可能会造成大规模动荡和内战。当全球法治化、民主化完成后，就迎来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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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人的另一个稳定的春天 ------- 民主制。这民主制经千年后，民族和文化已

经溶合，联合国再强制监督向统一制转变。

         图 3    从封建制到民主制的过渡期

这是中国从满清封建制结束走向民主制的过渡时代，30年为一周期，正负

5年。1919年建党，花 30 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进步上升期；从 1949 年建

国开始走向混乱为倒退下降期；1979年文革结束又开始改革进步上升期；2009

年左右将为转折点，中国将走入下降期直到 2039年，原因可能是现今体制不能

适应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加剧。但如果中国能平安快速进入民主制稳定制，

就可躲过这30年下降，进入新的台阶。

我真希望将此书埋起来，有朝一日将它留给下一波的人类，让他们能早早

地看到，少走弯路。可实际上，他们能懂我写的文字吗？翻译成什么文字也没

用。看看金字塔，又一次感到它的伟大。

                  

               三. 外星文明展示人類社會制度变迁  

2003年，我在《宇宙法则》一書中談到人類社會制度，即“原始制﹑奴隸

制﹑封建制﹑民主制和統一制，我不知怎樣用圖形來表示，可麥田圈的作者都

給展示了，太奇跡了！

22

8月

2014

A：Ackling Dyke, nr 

Sixpenny Handley, 

Dorset.

C：政治学，

   用弓箭争战，

原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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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月

2009

A：Silbury Hill, nr 

avebury, 

Wiltshire.

C：政治学，

酋长的羽毛妆，

奴隶制度。

             

23

7月

2012

A：Longwood Warren, 

nr Winchester, 

Hampshire.

C：政治学，

皇冠皇帝制，

封建制度。

28 

7月

2002

A：Avebury, Wiltshire.

C：政治学，

两党围绕一权力，

互相较力，

三权分立，

民主制度。

3

8月

2008

A：Yatesbury, 

Wiltshire.

C：政治学，

法律是钻石，

宇宙的法则，

是最硬度的，

统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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