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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发展!健康是现代化进程中的 ! 件大事" 过去的

"# 世纪后半叶# 我国人民基本解决了吃饭穿衣的温 饱问

题#迈上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 在中华民族总体

上迈进小康生活水平!生存和发展的量取得显著进步以后#
作为生存和发展的质的测度指标$$$健康# 包括人体和人

群的生理!心理健康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健康#就成为

全社会关注的迫切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当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 人们只期望身

体能够胜任工作和维持日常生活# 健康的概念就是 %不得

病&"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学科技的进步#人们的健康

需求发展为追求高寿命#将健康理解为%长寿&" 其后人们又

发现# 延长了的生命如果伴随的是每天防不胜防的恶劣环

境#一样不能幸福生活#因而开始追求高质量!低风险的自

然和社会环境#追求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上与环境的

和谐关系和安全的生态服务"
一般人常认为’不生病!不虚弱就是健康(健康是肌体

的事#与环境无关(健康是生理状态#与生态!心态无关(健

康是个人的事#与社会无关" 其实#每个人天天!处处都要和

物理环境!生物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心理环境打交道#人的

健康状态与人体内外的物理!生物!社会和心理环境的健康

状态密切相关"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是指人在身

体!精神和社会关系各方面都处在良好的状态#而不只是不

生病或身体不虚弱$%!"&"
健康的生态关系包括人与各类自然及社会环境间良好

的生理心理共生关系! 互利的物质能量代谢过程及和谐的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 健康的生态学内涵和生态系统关联

地球上所有生命都依赖其周边环境而生活# 需要从周

围环境中获取其生活所需的物质与能量" 人类也是一种生

命体#需要依赖生态环境才能存活" 举凡人类的衣食住行与

娱乐休闲等所有生活所需的物质和能量# 最终都是来自环

境" 一个地区生态环境是否健康!舒适!和谐与永续#是该地

区人们关切的焦点" 每一种生物之所以能演化!生存#且得

以繁衍#取决于其适应环境的能力" 历经千万年时间自然选

生态健康的科学内涵和系统调理方法
王如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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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生物大多可适应其自然生态环境!
生态学一条重要的生存原则是主体对环境变化的适应

能力"它是生物应付环境变化#对付内部和外界的压力#维

持人体内部生理和心理系统平衡的能力! 影响适应能力

的因素有年龄# 紧张的生活事件的数量和持续时间以及生

活方式等! 健康是人和环境互动的产物"健康是对环境适应

能力的测度! 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 需要适应其所在的环

境!人类的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所有群

体都必须适应所在地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 学会开发可

以得到的资源"以满足自身的需要! 所有群体还必须适应自

己所创造并生活于其中的人造环境!
疾病也是人类环境的一部分! 疾病由多种不同原因引

起! 无机环境#有机环境和行为的文化形态会影响疾病的传

播以及人类对疾病的敏感性! 一方面"疾病牵涉到病理学"
它是一种生物医学问题$另一方面"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心

理因素在诱发疾病# 接受治疗和康复还原的过程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因此"它又是一种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现象!
当由高度密集的人群产生的污染物超过了生态系统的

自然吸纳能力"在缺乏控制或控制不当的情况下"就会增加

负面的健康影响! 它包括%在环境中没能提供防止病原体扩

散的隔离物时"传染病就会蔓延"人们的聚集程度越高#病

原体引入量越大#带菌人群越多"风险越大$在毒素中暴露

的有关非传染性疾病和伤残" 城市拥挤的居住环境通常会

加重这种灾害$由城市生活压力导致的心理健康! 城市化过

程对健康的影响并不仅仅是不同因素单独影响的简单的叠

加"而是相互作用的!
人类不仅能适应自然环境" 而且还能开发利用自然资

源#改造自然环境"使环境更加适合于人类生存! 在人为活

动影响下形成的环境"称为次生环境! 工农业生产排放大量

有毒有害污染物"严重污染大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破坏

生态平衡"使人类生活环境的质量急剧恶化! 人类生产和生

活活动排入环境的各种污染物" 特别是生产过程排放的污

染物种类极多"而且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环境中污

染物的种类和数量还在与日俱增! 这些污染物随同空气#饮

水和食物进入人体后" 对人体健康产生各种有害影响! 此

外"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如贫困#不平等性"都会对人类健

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健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人的生理#心理和物

理环境" 涉及城乡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代谢环境" 也涉及认

知#体制#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环境! 文化形态可以

改变人类与传染病病原体的关系$饮食#睡眠会影响到疾病

的传播$定居形式#职业#工作任务和社会地位改变着不同

疾病的发病率! 例如%从前"英国农村房子的窗子很小"光线

很暗"因此"农村儿童的佝偻病发病率较高$在英国工业革

命的早期"工厂主一般雇用童工扫烟囱"这些童工的皮肤癌

发病率较高!
中国医科院阜外医院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 年间我

国冠心病的发病率"男性增加了 %&’&(#女性 增加 #&’)($
动脉粥样硬化发病率年龄最小的为 #* 岁" 高分布人群在

&$!+$ 岁之间!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 %’&) 亿人口生活在缺

碘地区"+$ 个省区市 # &+$ 个县市的 & 亿多人口受地氟病

威胁$#) 个省区市 +&# 个县市的 ) $$$ 万人口受克山病威

胁$#% 个省区市 +#) 个县市 + %$$ 万人口受大骨节病的威

胁$霍乱#病毒性肝炎#钩体病#腹泻病#血吸虫病#疟疾出血

热#乙型脑炎等传染病仍在危害着人们的健康! 这些健康问

题的产生"与环境的恶化是密不可分的!
人类健康问题是多方面的"涉及物理环境#社会环境#

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技术环境的众多因素! 这些问题相互

耦合"是一类由自然问题!空气#水#土壤#食物 "#经济 问题

&生产和消费模式’与社会问题!居住#交通"耦合而成的复合

生态系统问题! 荀子曰%(金石有形而无气" 水火有气而无

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形有气有生有

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人类社会就是由有形#有气#
有生# 有知且有义的人群结合而成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

生态系统&图 #’! 其自然子系统由水&水资源和水环境’#土

&土壤#土地和景观’#气&能和光#大气和气候’#生&植物#动

物和微生物’#矿&矿物质和营养物’等相生相克的基本关系

所组成"为人体健康提供了基本的生物#地球#化学的物质

和能量的代谢渠道$其由生产#流通#消费#还原和调控 ) 类

功能环节耦合而成的经济子系统"决定了人的栖息环境#就

业环境#交通环境和区域生态环境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其社

会子系统由社会的科学&知识网’#政治&体制网’和文化&情

理网’等 + 类功能实体间纵横交织的基本关系所组成"由体

制网和信息流所主导! 生态健康就是通过 + 个子系统内部

和其间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的生态耦合关系来维持的! 当

不利因子占主导地位&如污染#灾害#瘟疫等’" 或生态服务

功能下降时" 人体和人群健康就会失调!

生态健康指人与环境关系的健康" 是测度人的生产生

活环境及其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的代谢过程和服务功

能完好程度的系统指标" 包括人体和人群的生理和心理生

态健康"人居物理环境#生物环境和代谢环境&衣食住行玩#
劳作#交流等’的健康"以及产业和区域生态服务功能&水土

气生矿和流域#区域#景观等’的健康&图 &’!

图 ! 生态健康的复合生态系统基础

图 " 生态健康的 # 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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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生态健康无处不在"无时没有!与人类行为和

切身利益休戚相关# 生态健康与物质"能量的生态代谢!人

居环境的生态卫生以及人的行为方式" 生活习惯和文化生

态关系密切$ 生态健康失调到一定阈值就会危及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的破坏会殃及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 要

发动全社会的每一个人!通过生态关爱"保育"恢复和建设!
去促进人"生物和环境相互依赖的整体"协同"循环"自生的

系统关系$ 生态健康就是对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功能状态

的测度&图 !’$

生态学是人类认识环境% 改造自然的一门世界观和方

法论或自然哲学! 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

一门系统科学!是人类塑造环境%模拟自然的一门工程学和

美学$ 通俗地说!生态学是一种观念%一类方法%一门艺术!
是科学与健康的桥梁$ 生态健康问题!首先涉及作为主体的

人的感知%认识%适应和改造客观环境!以强化自身保健功

能! 达到人与天%形与神%内与外%堵与疏%阴与阳和谐统一

的哲学视野和具有相应的处事能力(其次!涉及人类生产和

生活活动中如何去系统规划%建设和管理人体%人群%人居

和区域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过程!以减少生态环境的负

面影响!建立强化生态服务的正向功能的系统方法(尤其重

要的是!涉 及如何 模拟%移植 自然 生态 系统 整体%协同%循

环%自生的免疫机制%自组织能力和生态工程技术! 以达到

谐而不均%适而不滞%乘而不竭%周而不始的美学境界"#$#

! 生态健康调理的系统方法和能力建设手段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永续根基# 人与环境的生

态耦合关系能否健康!虽其最终裁判权是属于自然&生态原

则’!但何去何从的选择权则是操纵在人类自己的手中&行

为规范’# 人类必须尊重生态学原则!才能有健康的心理和

生理# 保育策略即是将目前尚未开发%使用&的自然资源暂时

保育下来(而对当前社会的需要!则应改以提升已开发资源

的享用品质#
如前所述!生态健康既是一类硬件!即人的各级器官%

组织%细胞%基因的结构%功能的完好程度(也是一类软件!
即人与各类物理%生物%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生相克%开拓

适应%滞留耗竭%协同进化关系(还是一类心件或文化!即人

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在天人关系上的具体体现!以及人的

温饱%功利%道德%信仰%天地境界的综合表象"’$#
!"# 生态健康建设的难点!重点和亮点

生态健康建设的难点)体制条块分割%管理短期行为%
生态意识低下%技术手段落后#

生态健康建设的重点)体制改革%人才培训%科学研究%
能力建设#

生态健康建设的亮点)( 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 国家和

社会对健康问题的日益重视% 社会经济发展具备一定的实

力%我国悠久的生态健康传统#
!"! 生态健康建设的切入点

!"!"$ 生态健康的统筹规划与管理

现实的发展大多追求的是经济发展的数量和速度!把

追求经济财富的积累% 物质文明的增长和社会服务的改善

视为硬道理!而把生态资产的增值%生态服务的保育和生态

文明的建设视为软道理# 在落实以人为本和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推进 ( 个统筹的工作中!必须把

生态健康列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各级政府%企

业的绩效考核指标! 要求经济资产和生态资产并重% 社会

服务和生态服务共轭! 财富%健康%文明齐抓!在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加入生态文明的内涵# 要在

各级政府建立生态健康管理的专职部门! 综合协调健康%
环境%建设%能源和水%土%农%林%海洋%气象等相关部门的

跨部门健康管理问题! 考核和监督各级政府的生态健康发

展业绩#
!%!"! 区域生态健康的共轭生态规划

传统城市规划强调城市和城镇体系的物理环境和社会

经济服务的建设规划! 而对区域和城市的生态服务功能和

人类生态福祉却缺少整体规划# 共轭生态规划是指协调人

与自然%资源与环境%生产与生活间共轭关系的复合生态系

统规划!旨在将自然的生态服务功能引入城市!将城市的社

会服务功能引入乡村!促进城乡生态与经济的平衡发展# 这

里的共轭指矛盾的双方相反相成%协同共生!特别是人文生

态服务和自然生态服务的平衡% 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

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 空间生态关联与时间生态关联的协

调%物 态环 境和 心态 环境 的和 谐(生 态包 括自 然生 态&水%
土%气%生%矿等 自然 生态 要素’%经济 生态&生产%消费%流

通%还原%调控等经济生态活动’和人文生态&认知%体制%文

化等’) 层含义(而规划则指从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序理

( 方面去调控共轭组分间的整合%协同%循环和自生机制#
共轭生态规划包括生态脆弱结构保护和生态服务功能建设

规划# 一方面要保护生态系统组分不因开发而破坏!辨识和

避开那些不宜建设的生态敏感用地或生态脆弱结构! 克服

或减缓生态限制因子的消极影响! 将可能发生的生态风险

减缓到最低程度( 另一方面还要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充分利

用% 有意营建和积极保育生态系统为人类活动可能提供的

支持%孕育%供给%调节和流通等服务功能!诱导和强化生态

利导因子的积极作用! 保证城乡环境的净化%美化%活化和

文化层面的进化"*$#
!"!"& 城市土地利用的复合生态管理

我国城市土地政策左右摇摆(一松就乱%一紧就死# 每

次土地政策宽松的结果!都伴随着生态的破坏(每次土地政

策紧缩的结果!都伴随着经济的紧缩!随之而来的是政策的

松绑和更大的生态破坏! 给城市发展和区域生态健康带来

硬伤# 要立即废止当前弊病很多的土地异地补偿%数量占补

平衡的政策!代之以在生态功能区内就地挖潜%功能占补平

衡的政策 + 变土地的单目标地籍管理为多目标的社会%经

济% 环境复合生态管理# 鼓励开发商与当地政府和农民合

图 & 生态健康的内涵

生态健康研究专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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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按生态功能单元和生态健康目标对国土进行整体开发

和管理" 经营土地要以最小生态功能区为单元整体进行!开
发商在确保强化或至少维持该功能区原有生物质生产量#
原有生态服务功能# 原住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权益并符合

城市及区域规划要求的前提下可以自主安排区内的土地利

用" 组织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在内的多功能生产!并把当地

农民纳入园区统一安置! 通过土地的开发促进城乡共生#
工农联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并保证工农业生产和

城市建设及自然保护的用地#促进生态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 面向循环经济的城市产业转型

循环经济是对传统资源掠夺型和环境末端治理型线性

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 传统工业经济本质上是一类掠夺式

的竞争经济!它以不可更新能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其

高效率的经济产出是以当代和后代人赖以生存的生态资产

的耗竭和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和反馈为代价而获得的 &如灾

害#疾病等’" 其弊端在于物质循环的断裂#能量利用的耗

竭#信息反馈的滞后#资金融通的囤积#人力资源的断层以

及时空关系的破碎" 循环经济兼有工业经济的效率#知识经

济的灵敏#田园经济的韧性和自然生态的活力!其因可更新

能源利用的比例大#不可再生资源的废弃量小#信息反馈灵

敏而达到生态关系和谐" 健康的生态企业应遵循以下生态

转型原则(功能服务为导向而不是产品生产为导向)企业间

及部门间食物网式的横向耦合) 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的纵

向耦合)工厂生产与周边农业生产及社会系统的区域耦合)
具有多样性# 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工艺和产品结构) 企业软

件#心件生产优于硬件生产!进化式的管理!增加研发和售

后服务业的就业比例!实现增员增效而非减员增效!尊重人

格和知识经济等"#$"
!"!"$ 垃圾!废水!粪便的生态卫生保洁运动

我国 %& 亿人口中 ’()没有自来水或充足的安全水源

供应#*+)没有卫生厕所#,-)的垃圾是自然堆置"即使在城

里!&.)的住户也没有合格的卫生厕所" 每年产生 ( 亿 / 小

便&含 (-- 万 / 氮#(- 万 / 磷和 %%. 万 / 钾’和 & ---!0 ---
万 / 大便&含 ** 万 / 氮#++ 万 / 磷和 00 万 / 钾’" 如果这些

肥料都回归农田!每 12+ 农田可以得到 (*34 氮#56+34 磷和

7(6*34 钾" 生态卫生是由技术和社会行为所控制#自然生命

支持系统所维持# 生态过程给予活力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

的生态代谢系统" 它由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人居环境系

统#废物管理系统#卫生保健系统#农田生产系统共同组成"
生态卫生系统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垃圾#废水#粪便的无害化

处理和循环利用!实现人体健康#居室健康#农田健康和环

境健康" 其功能包括( 社会生态功能***健康# 清洁#卫

生#方便#私密#有利于减轻市政工程的处理负担)经济生态

功能***低投入#低运行费#节水#节土#节能#节省资源)自

然生态功能***使各类污染#土壤施肥#蚊虫和病毒#碳减

排等最小化或零排放",$"
!"!"% 饮水!食物!空气的生态安全保育运动

通过各种社会#经济#行政的手段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

展一场由政府引导#科技催化#企业运作#民众参与#舆论烘

托的全民生态安全保育运动! 确保所有居民能获得清洁的

空气#安全的饮水#洁净的食物#无污染的住房和低风险的

交通!以及减灾防灾的可靠保障!包括对资源开发#生产加

工#运输销售#消费使用和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等全过程的自

我和相互监督#管理和问责"
!"!"& 城乡环境整治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生态工程建设

生态工程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门着眼于生态系统可

持续发展能力的整合工程技术" 它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

生的生态控制论原理去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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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

统范围内获取高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不同于传统末端治理

的环境工程技术和单一部门内污染物最小化的清洁生产技

术!生态工程强调资源的综合利用#技术的系统组合#学科

的边缘交叉和产业的横向结合!注重常规#适用技术的系统

组装!其投 资少#周期 短#技 术和 人员 素质 要求 不必 太高"
如(污水分散处理和就地回用的生态工程)垃圾分类处理#
就地减量的无害化#资源化#社会化的生态工程) 空调供暖

的可更新能源***地热# 太阳能开发和建筑节能的生态工

程等"%-$"

’ 结语

生态健康科学是一门人与环境的关系学! 是与寻常百

姓的生存#发展以及自然和社会环境状态密切相关的待人#
接物#处事的 生计 学!是 人的 生存 之道#生活 之术#生命 之

魂"
让我们大家都来关爱生态健康#规划生态健康#保育生

态健康# 管理生态健康! 通过生态健康事业促进民族的振

兴#人民的康宁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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