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进论坛 2008·11 QIANJINLUNTAN

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三）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投入机制， 积极

运用经济政策， 推动生态建设。
根据国家 “十一五” 环境保护规划， 环境保护

投入需要 15400 亿元， 占 GDP 的 1.3％。 这样大的

投入仅靠国家和地方财政是无法解决的。 因此， 需

要研究建立一个能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政府、 企

业、 社会各负其责的投入机制。 一方面， 政府要加

大公共财政的引导性投入， 另一方面， 要通过相应

的财政和税收等经济政策， 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投

入到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中来。 加紧研究建立生态补

偿和资源补偿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

中的作用。
（四） 加强区域协调， 统筹城乡发展， 实行生态

扶贫。
科学划分主体功能区和环境功能区， 不同功能

区实施不同的产业准入、 环保准入、 投资调节、 财

税政策。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农村和山区社会经

济发展， 让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惠及到农村地区和

广大农民。 在农村贫困地区， 在脱贫致富的强烈意

愿支配下， 极易走上通过牺牲资源和环境换取经济

发展的路子。 因此要引导贫困地区， 在保护好生态

环境的同时， 积极推动生态农业、 生态旅游等生态

经济的发展， 实行生态扶贫。
（五） 稳定低生育水平， 坚持人口控制不放松。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的重大问题， 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人

口众多、 人均占有量少的国情， 人口对经济社会发

展压力沉重的局面， 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

况，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因此， 要实现生态环境

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必须千方百计稳定

低生育水平， 努力实现 “十一五” 人口总量控制的

目标。
（责任编辑 常云岐）

一、 生态文明是由西方

发达国家传入中国的吗？
从历史上来看， 生态文

明不是西方工业文明 的产

物， 而是从四大文明古国，
特别是中国创造、 弘扬和延

续下来的。 我们的祖先早在

3000 多年前就已形成了一套

鲜为人知的人类生态理论体

系， 包括道理 （天人关系的

规律， 如 天文、 地 理、 物

候、 气象等）、 事理 （人类

活动的运筹， 如 政事、 农

事、 军事、 医事等）、 义理

（社会关系的规范， 如道德、
伦理、 法制、 纲常等） 和情

理 （个体行为的准则， 如信

仰、 心理、 习俗、 风尚等）。
中国封建社会正是靠着对这

些天时、 地利、 人和之间关

系的正确认识， 靠着物质循

环再生、 社会协调共生和修

身养性自我调节的生态观，
维持着其 3000 年超稳定的

社会整合结构， 以世界 7%的耕地和水资源养活了世

界 21%的人口， 形成了独特的华夏农业生态文明。
历史上东西方的生态文明观在处理人与自然关

系上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 《圣经》 在描述人与自

然关系时主张人主宰一切， 上帝造人是让人来管理

动物、 植物、 森林、 山河的， 自然隶属于人。 西方

绘画以人和神为中心， 教堂高耸云天、 威慑远近，
城堡雄踞山巅， 俯视山川河流、 草木鸟兽， 显示神

和人的权威和力量。 而中国画一般以山水自然为主，
人融合于自然之中且在画面中不居主要地位； 中国

的庙宇更是 “躲” 在山谷、 树丛中， 从不张扬， 与

自然山水很好地融合。 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对待

人与自然主从关系的不同认知分别形成了中国 7000
年封闭循环、 低效稳定、 自力更生的传统农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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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方近 200 年来以巧取豪夺自然、 高效高速高环

境影响为特征的工业文明。
自工业革命以来， 闭关自守的中国不仅科学上

落后， 传统生态文明也在衰败。 过去一百年， 中国

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各种传统的、 现代的、 西

方的、 东方的文化交相作用， 华夏自然生态及人文

生态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改变。 我们在扬弃封建文化

糟粕的同时也在扬弃传统生态文明中天人合一的自

生、 共生和再生机制， 在引进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

和工业革命科学基础的同时也引进了人类中心主义

的生态观。 市场经济体现了生态学的竞争原则， 是

一个好东西， 但市场经济必须有一个平衡机制， 即

生态学的共生原则来稳定社会。 西方依靠的是宗教

文化和法制的健全，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

的精华在一些地区却没有很好地发扬光大。
对现代生态文明的系统研究开始于西方工业化

国家。 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将生态学原

理引入人类社会管理， 形成了人类生态学。 他们提

出把自然生态的一些原理应用到城市中， 管理好城

市社会， 这是城市的生态文明。 美国著名动物学家

利奥波德 1949 年出版的 《沙乡年鉴》 中创造了一

种新的伦理学———土地伦理学， 把土地、 水、 植物

和动物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反对 “人类沙

文主义” 和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准则， 即人只是大自

然家庭中的普通一员， 不应该使人作为自然的主宰。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有权利， 更有义务， 而且只有

尽了义务奉献， 才有资格索取。 土地伦理学提出在

农、 牧、 渔等农业活动中应善待自然、 善待土地、
善待牧场、 善待海洋， 使其能够持续利用。

二、 生态文明只是环境友好的文化宣传事业，
只是社会风尚和环境认知吗？

生态文明是全社会、 全方位的事。 首先是作为

社会经络和气脉的体制、 机制的文明。 基于生态管

理的体制文明是对协调人口、 资源、 环境关系的管

理制度、 政策、 法规、 机构、 组织的和谐程度与开

拓、 适应、 反馈、 整合能力的测度， 是决策管理部

门要抓的大事。
传统工业文明的一个顽疾是社会的生产、 生活

与生态管理职能条块分割、 环境经济脱节、 生产消

费分离、 城市乡村分治、 厂矿和周边环境脱节， 废

物制造和循环利用脱节， 企业间横向耦合关系松散，
部门之间缺乏沟通机制， 内部组织的自调节机制薄

弱， 决策就事论事， 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一些

地区各职能部门、 各分管领导之间都缺乏沟通协调

机制。
工业革命以来， 科学对于社会的物质文明确实

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但是认知的支离破碎、 科

学的还原论主导， 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学科的封建割

据却阻碍了生态文明的进步。 汉语中， 科学这个词

的英文 Science 翻译得非常确切， 就是分科别类的

学问。 学科越分越细以后， 彼此缺乏交叉融合， 虽

然在某些方向上可能取得深度突破， 但对于系统性、
全局性、 特别是人与自然交叉的复合生态问题却是

力不从心。
人工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弊端是信息反馈渠道

不通， 反馈速度缓慢， 正负反馈不匹配。 如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大炼钢铁、 歼灭麻雀、 围湖造田、 陡

坡开荒运动， 就是因为生态破坏的正反馈信息， 没

有生态文明的负反馈信息所制约， 反馈路径又不通

畅， 等到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再挽救已为时过晚。
人与自然关系的体制文明建设目标就是要从根

本上转变 “先污染后治理、 先规模后效益、 先发展

后文明、 先经济后生态” 的发展阶段论思想， 推进

从基于资源承载力无限、 环境容纳能力无限的链式

生产到从摇篮到坟墓再到摇篮、 生产—消费—还原

一条龙、 信息反馈灵敏的循环经济转型， 完善生态

规划、 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法规， 建立基于科学发展

观的绩效考核制度， 逐步实现从体制条块分割的纵

向管理走向合纵联横的生态系统管理， 保障生态资

产 （水、 土、 气、 生、 矿）、 生态服务、 生态网络和

生态安全的科学管理。
体制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调节、 统筹中

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 “统筹城乡发展、 区域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国内发展和对

外开放， 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

益、 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 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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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类生态关系。
通过 20 年来的跟踪研究， 我们发现体制性的障

碍， 能力性的瓶颈和知识性的贫乏， 使生态文明建

设遭遇了很多矛盾： 一是面向循环经济与和谐社会

的生态整合要求与现实条块分割的传统管理体制间

的矛盾； 二是生态规划缺乏法律基础支撑； 三是政

绩考核缺乏可持续性， 生态激励机制不健全； 四是

政府主要官员调动频繁， 政策缺乏连续性； 五是生

态资源缺乏统筹管理； 六是生态基础设施投入过低，
建设不足； 七是信息反馈和生态补偿机制匮缺； 八

是生态建设人才奇缺， 培训机制不健全； 九是科技

投入、 科普教育， 技术孵化、 催化和集成化的能力

不足。 体制文明已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
三、 生态系统只能休养生息， 恢复 “原生态”，

不能改造、 建设吗？
一个多世纪以来， 生态学作为一门研究生物与

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 一直试图避开人而 “客观”
存在， 避开社会而独立研究， 以保持其清纯的 “自

然” 属性。 但地球生态破坏的速度要远远高于自然

生态恢复的速度， 生态研究的范围远远小于生态影

响的范围。 在这个拥挤不堪地球的很多地方， 往往

是山上保护， 山下破坏， 局部修复， 整体破坏。 人

和自然脱离， 经济和环境脱钩， 研究和管理脱节。
社会上流行的 “原生态” 说法， 实际上是指人

工修饰最小的自然状态。 在一定的条件下， 其成本

最小， 适应能力最强， 如本地树种草种而不是外来

种和大树进城， 河流的自然弯曲而不是截弯取直。
其实， 真正的原始生态是没有的， 所谓原生态只是

经过长期的人 （生物） 和环境相互适应、 协同进化

的次生生态。 但人居环境不能永远停在原生态水平，
在不超过自然承载力的前提下， 人可以适当改造环

境、 设计和建设生态以增强其服务功能， 扩展其对

人类活动的承载能力。
由 20 名著名生态学家组成的美国生态学会生态

远景委员会于 2004 年完成的一个战略研究报告指

出， 长期以来， 生态学家一直热衷于对原生生态系

统的研究， 新世纪的生态学研究将把重点转移到生

态系统和人类的共存关系及可持续能力建设上， 强

调从生态系统角度发展生态服务科学， 从人类活动

角度发展生态设计科学： 我们未来的环境由人类为

主体的、 人类有意或无意管理的生态系统所组成；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将包括维持性、 恢复性和创

建性的综合生态系统； 生态学注定会成为制定可持

续发展规划与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更

好地开展生态学研究和有效地利用生态学知识， 科

学家， 政府， 企业界和公众必须在区域以至全球范

围内结成前所未有的合作关系； 未来的发展要求生

态学家不仅仅是一流的研究人员， 而且是决策制定

过程中生态信息的提供者。
生态建设是指对各类生态关系的调控、 规划、

管理、 修复与重建， 简称生态建设。 如何处理人与

自然关系， 国际上有生态掠夺、 生态建设和生态回

归三大派： 生态掠夺不可持续， 生态回归过于保守，
而面向循环经济与和谐社会的生态建设才是发展中

国家环境保护的正确途径。 生态建设有三类， 一类

是生态保护， 如封山、 休渔、 禁牧、 风水林和自然

保护区等； 第二是生态修复， 破坏了怎么去修复，
恢复其原有地生态功能， 包括矿山恢复， 景观恢复、
植被恢复、 水体修复、 湿地恢复、 污染土壤的修复

等。 第三是生态创建， 通过人工措施去设计和建设

人工生态系统， 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态服务， 比如

桑基鱼塘、 稻田养鱼、 沼气及庭院生态工程、 屋顶

和立面绿化、 坝地、 人工湿地等。
目前， 一门新兴的人工生态设计科学正在世界

各地兴起。 生态工程就是其中一种。 生态工程在台

湾叫生态工法， 日本叫生态工学。 人工设计的生态

系统已经超越了将生态系统修复到过去状态的传统

理念， 它是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 协同、 循环、
自生原理， 并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去分析、 设计、 规

划和调控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 工艺流程、 信

息反馈关系及控制机构， 疏通物质、 能量、 信息流

通渠道， 开拓未被有效利用的生态位， 使人与自然

双受益的系统工程技术。
【作者： 王如松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常云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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