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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十九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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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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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发展。在为什么要进行生态文明建

设问题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自然环境的价值从维持人类生存的传统认知提升到文明延续的更高层

次，科学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中华先民“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的认知基础上，指

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突破“节用”“寡欲”的传统生态保护思维，辩证提出“坚持在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仁民爱物、道法自然等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基础上，科学提出“走向生态

文明新时代”的新目标。在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问题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继承中华传统天人合一

观念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建设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家园；突破中华先民只关注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认识局限，

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构建兼顾生态与经济的绿色家园；在中国古人“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

高鸿”生活理想基础上，提出打造宜居诗意的美丽家园；正视中国古代生态权归属问题，提出“良好生态环境

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主张建设保障生态权共享的公平家园。在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上，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在中华先民顺应自然、节约资源、因地制宜的生产理念基础上，主张节约与保护相结合，坚持系统工

程思路；在设置“虞”“衡”，制定律令等传统政治举措基础上，健全生态管理制度，强化生态追责意识；在以道

德、故事言生态的传统教化方式基础上，强化生态保护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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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发展

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习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1]。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最为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所以要

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把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华传统

生态智慧一脉相承。在回答为什么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

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当前的生态困境，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进

行了深刻传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为什么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一个永远伴随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永恒命题，决定了人类文明何去何从。在人类发

展的进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始终存在。不断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保护生态环

境，成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重大生存课题。

1. 生态环境优劣决定人类文明兴衰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文明的产生、发展和消亡与文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

境的变化密切相关。从世界文明史层面看，人类完成原始进化、脱离动物阶段之后，人与自然的问

题便随之产生。人类为了获取更多资源，往往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当生态环境难以为继时，人

类文明亦会由此中断。如古巴比伦地处两河流域，那里气候湿润、地势低平，本身就具备人类繁衍

生存的便利条件，但是古巴比伦人为了获取更多耕地，大肆破坏森林，更因不懂灌溉之法，导致土地

盐碱化和沙漠化越来越严重，最终拥有“空中花园城市”美誉的古巴比伦城彻底湮没在历史长河之

中。同样因为过度农垦和放牧造成文明消亡的，还有玛雅文明、撒哈拉文明、古埃及文明等等。由

此可见，人类古代一些辉煌文明的终结，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人类并未认识到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

演进的基础。中华文明没有像其他文明一样消失于历史长河中，反而数千年不曾中断，这与中国古

代思想家们很早就意识到生态环境优劣决定人类存亡有着重要关联。中国古代哲人对自然化育万

物之功多有称赞。如赞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

于阴阳。”[3]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人进一步从正反两个方面探讨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之间决定与被决

定的关系。如指出：“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乐干禄焉。若夫山林匮竭，林麓散亡，薮泽肆

既，民力凋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4]人类取用于自然是不可

避免的，但是如果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受害者终将是人类自己。中国古人从人本视角表明，人类文

明想要繁荣就必须保护好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5]“故

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立为天下王。”[6]这些都说明，自然不仅是生存之本，更是

立国之基。因此，生态环境的优劣决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广度、深度和持久度。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中华传统生态观念中重视自然环境价值这一大智慧，实现

了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思想的交融汇通。但中国古人在谈及自然环境的价值时，往往局限

[1]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6页。

[3]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55页。

[4]徐元诰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7页。

[5][6]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页，第1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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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存层面，或是将保护生态与维护君主统治联系起来，使其具有封建性和阶级性色彩。而习总

书记超越了中国古人认知生态价值的局限，站在人类永续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

以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看待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科学、客观地认识到生态环境对人

类文明的重要性，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事业”[2]“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3]“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4]等一系

列高瞻远瞩的论断，将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存价值提升到延续中华文明甚至世界文明的更高价

值层次，在传承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同时，又将其创新性发展，从而不断深化、提升人与自然共生

共荣的生态理念。

2. 生态自愈有限性与人类索取无限性的矛盾

随着人类能力的发展和自我意识的膨胀，人类产生越来越强的物质享受欲望：“食欲有刍豢，衣

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5]人类有欲望是正常的，可是如果“纵欲而不穷”[6]，

那么祸患亦是无穷的。虽然生态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但“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7]，历史证

明，生态自愈速度远不及人类的破坏速度。《六韬》记载：“纣尝六月猎于西土，发民逐禽。民有谏者

曰：‘六月天之后，坐地以务长养之时也；六月逐禽，是逆天道，绝地德，而人行贼，天子失道，后必无

福。’纣以为妖言而煞之。……后其年，天大黑，风飘牛马，发屋拔禾，人飞扬数十里。”[8]殷纣王肆意

破坏生态环境，以致自然环境迅速恶化，为其灭亡埋下伏笔。《孟子·告子上》言：“牛山之木尝美矣。

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

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9]牛山在人们过度

砍伐与放牧后，再难重现往日生机勃勃的景象。由此可见，生态自愈能力是有限的。

近代以来，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人类中心主义逐渐形成。瑞典著名博物学家

林奈就曾表示：“‘所有的东西生来都是为人服务的’，因而，在‘赞美造物主的产品’的过程中，人们

还能够期望去享受那些他所需要的使他的生活舒适愉快的一切东西。”[10]林奈派甚至宣称：“生态学

的研究是征服生物世界的有力工具。”[11]艾文荷曾经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进行过解释：“自然本身

就是以任何我们乐意的方式为我们所利用的。”[12]“根据这种观点，只有人类的需要和欲望具有价

值，其余的自然界仅仅是为了我们而存在。”[13]随着全球化生态危机日益加剧，人类中心论的可信度

正在逐渐降低。金岳霖曾表示：“自我中心的困境使个人看不到他和其他个人之间的基本同一性，

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则使他无视他和其他动物、其他生物和事物之间的同一性。”[14]在此基础上，金

岳霖曾提出“普遍同情的态度”[15]来纠正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激与错误。可是，从当前大气污染、疫病

扩散的全球生态现实情况看，这一观念在过去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面临深刻的生态危机与全新的时代考验，人类急需一场新的思想启蒙。习总书记指出：“随着

[1][2][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
页，第7页，第5页，第5页。

[5][6]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第419页。

[7]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3页。

[8]王继光：《敦煌唐写本〈六韬〉残卷校释》，《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1页。

[10][11]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8页，第75页。

[12][13]艾文荷：《早期儒学与环境伦理学》，安乐哲编：《儒学与生态》，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第67页。

[14][15]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2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630页，第6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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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入，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1]在对生态自愈有限性的认识

上，中国古人通过举纣王之乱与牛山之无的例子来警示后人，习总书记则以“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用之不觉，失之难存”[2]对其进行高度凝练与理论总结。在对人类索取无限性的认识上，中国古人常

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3]合理的欲望对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若人类之“勤”超过限度，让自然界

难以忍受人类“暴力”，最终必然会危害人类的福祉。中国古人为防止“纵欲”[4]所带来的危害，常主

张“寡欲”[5]，走向另一种极端。我们既应看到“纵欲”的危害，也应摆脱“寡欲”的束缚，“纵欲”和“寡

欲”都不是最佳选择。习总书记一分为二地看待人的欲望，更为科学地认识到人欲背后蕴含的发展

契机，辩证地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6]“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

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7]等系列论述，肯定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

兼得性。同时，习总书记没有像古人那样，完全依赖于生态自愈，而是提出更为主动、积极的人为修

护方案，如对荒漠化、石漠化进行综合治理[8]，坚持以“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9]方式维护海洋自

然再生产能力，等等。由此可见，习总书记在协调生态自愈有限性与人类索取无限性的矛盾时，对

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进行了符合当代实际的转化与发展。

3. 生态保护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重大生存课题

热爱自然与保护生态的传统是中华先民留给当代中国人的巨大精神财富，对其加以传承与发

展是当代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

中国古代先贤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做过深入的思考，其中以儒道两家尤为深入，为后世保护

自然奠定了仁民爱物、道法自然的主基调。孔子主张“仁”，“仁者爱人”[10]。人首先爱的是父母兄

弟，而后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2]等推己及人的过程中，使源于

亲情的仁爱之心扩展为对所有人的普遍关爱。孟子与荀子从类本质层面对其进行解答：“故凡同类

者，举相似也。”[13]“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14]只要是人，就是同类；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圣人之所以被称为圣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将自己的爱心投射到其他人与物

上：“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15]因此，孟子认为，人不仅要爱他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6]，而且要爱万物——“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

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7]。孟子继承了孔子“泛爱众而亲仁”[18]的思想，

提出了“仁民而爱物”[19]的伦理学命题，“爱物”在孟子这里已然明朗[20]。比之前人，荀子更加重视人

们能否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荀子认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

余食也；汗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

而百姓有余材也。”[21]作为原始儒家的三大代表人物，孔、孟、荀三家思想虽然各有侧重，但都秉持

“仁民爱物”的原则，以己之心度人之情、度物之性，弘扬天地之生生大德。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

[2][6][7][8][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第13页，第19页，第19页，第46页，第46页。

[3][10][11][12][13][15][16][17][18][1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0页，第2730
页，第2518页，第2479页，第2749页，第2773页，第2670页，第2771页，第2458页，第2771页。

[4][14][21]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425页，第181页，第381页。

[5]朱谦之撰：《老子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5页。

[20]关于儒家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参见刁生虎：《儒学的生态关怀及其当代价值》，《诸子学刊》第4辑，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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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与儒家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作为共同理想，但是道家以道法自然作为实现理想的途径。

在道家看来，作为人类，不破坏万物原本之成长规律与生命活力，就可以被称为有道德者。老子所

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1]，是指“道”不会刻意干预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而是做顺物之自然

情性的事。只有如此，方能“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2]“衣养万物而不为主”[3]“万物归焉而不为主”[4]。

之后，庄子继承老子思想，认为应尊重宇宙万物，不应当左右其生长、消亡的自然过程。“以道观之，

物无贵贱”[5]“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6]。可见，“齐同万物”是庄子看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

的基本观点与态度。“老庄自然无为的生态智慧对今人无疑具有相当的启示作用。它使我们认识

到：人类当前所面临的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困境，主要是由于人忽视了自然的独立性，未

尊重其主体地位和客观规律，没有以平等的身份对待自然万物。事实上，在生命的意义上，人与万

物既是有别的，又是平等的。”[7]

习总书记在思考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时，明确表示：“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

生态智慧。……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8]“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

然、热爱自然。”[9]习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中的许多重要理念与举措都体现出对以儒道为主的中华

传统生态智慧的重视与传承。如：“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0]

“让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成为主流的生产生活方式”[11]等论述，是对儒家仁民爱物观的丰富发展；“人

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2]“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

自然上走弯路”[13]等论述是对老庄道法自然观的现代诠释。可见，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对人与自然关

系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在“天定胜人”[14]的阶段，中

华先民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是一种感性的、直观的认知，而非理性的、自主的选择。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则是习总书记站在历史和未来的高度看待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做出的时

代抉择。习总书记指出：“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

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5]与中华先民推崇的人与自然和谐

相比，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在理性与科学精神的促使下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16]，实现了

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在新时代的升华与突破，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奠定了生态文明的基础，也为解

决人类生态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进行借鉴与创新，突破传统生态思想的一些藩篱，绘

制出和谐、绿色、美丽、公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愿景。

[1][2][3][4]朱谦之撰：《老子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6页，第137页，第137页，第138页。

[5]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76页。

[6]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上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5页。

[7]刁生富、刁生虎：《老庄生态智慧论》，《求索》2001年第4期。

[8][10][11][12][13][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第6页，第8页，第26页，第13页，第11页，第20页。

[9]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

[14]《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一书第四章《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作者提到了人与自然关系

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即“天定胜人”“人定胜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参见潘家华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

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1—92页。

[15]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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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家园

中华先民得益于自然环境和广大宇宙的善意滋养，生成天人合一的思维观念。钱穆认为，天人

合一观、“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是中国文化于世界、于人类的最大贡献[1]。季羡林认为，“天”就是

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在讲人与自然合一[2]。

中国古代哲人尽管观点各异，但天人合一思想却是各家各派共同的理论基础与思维取向。孔

子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3]“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4]等论述无不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

维。老子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5]“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6]等观点展示出因循自然、合人于天的致思路径。庄子更是明确反对“以人灭天”“以故灭命”[7]，

而主张“与天为一”[8]“人与天一”[9]，庄子对天人合一的表述最为明确而清楚。董仲舒在论述中借鉴

了阴阳五行思想，以“天人相类”[10]建构人与天地相参的宇宙观。宋代张载则明确提出了“天人合

一”[11]。明代王阳明提出“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12]，清代孙奇逢亦表示“天人一体”[13]。

习近平在 2021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宣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14]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推崇“利万物”，所以中华先民看重事物的整体性与关联性，

追求天、地、人共生共存的精神世界。生命共同体是习总书记在继承天人合一思想下，创造性提出

的辩证、系统、科学的理论，不仅彻底批判了西方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生态理念，而且为正确认

识生态问题提供了本体论依据。从天人合一到生命共同体，内在精神意蕴并未改变，但生命共同体

理论在“合”的关系上更为明确、细致地划分出“山水林田湖草”、人与自然两个生命共同体，肯定了

除去人之外的自然万物亦有其自身的内在本性与生存意义，不仅逻辑更为缜密，内涵更为丰富，而

且更清晰地体现出对生态环境的尊重。

在“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问题上，习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形象地

讲，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如果破坏了山、

砍光了林，也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泥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

之地，水土流失、沟壑纵横。”[15]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将“山水林田湖”进一步完善为“山水林

田湖草”。“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论科学地指出自然界各个生态要素之间是互相依存、互相影

响、互相激发活力的复杂关系，任何一个要素在短期内发生突然性的巨大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因素，

从而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打破生态平衡。建设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家园，首先要系统地了解山水林田

湖草等自然要素存在的功能与价值，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某一种生态要素优于另一种生态要素，正如恩

[1]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1期。

[2]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3][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7页，第2526页。

[5][6]朱谦之撰：《老子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页，第103页。

[7][8][9]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89页，第631页，第688页。

[10]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1页。

[11]汤勤福导读：《张子正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12]王晓昕译注：《传习录译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44页。

[13]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14]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2021年4月22日，北京），《人民日

报》2021年4月23日。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第

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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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所说：“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1]

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问题上，习总书记提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

服老天爷。”[2]足见其对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继承。在此基础上，习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自然是

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3]“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4]这表明，人与自

然有共同发展或灭亡的命运，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时，不能简单采取对象化的态度或行为，而

应该将其视为统一体来对待，实现了从二元认识论向一元本体论的转变，而这也正是中华传统生态

智慧的精髓所在。当前很多城市、地区为了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氛围，进行“违背自然规律、超

越生态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建设”[5]，导致大树进城、人造景观、开山造地等诸多“伪生态文明建设”[6]

现象。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必须“探索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绿化之路”[7]。

因此，习总书记在谈及城市、农村绿化问题时，提出“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8]，“搞新农村建设……要

让它们（乡情美景）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9]，诠释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真正奥义。

2. 构建兼顾生态与经济的绿色家园

关于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早已给出答案。从宏观来看，《国语·鲁语》言：

“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10]这体现出中华先民将自然资源看作财富之源。《左传》将生态

资源比作珍宝：“夫山、泽、林、盬，国之宝也。”[11]这些论述都充分表明生态资源能使人获得经济效

益。从微观来看，人类的衣、食、住、行皆离不开自然。“君子狐青裘豹褎”[12]“冬日麑裘，夏日葛衣”[13]

都表明动植物在制衣上对人类的贡献。在饮食上，人类也依赖于动植物。《左传·庄公十年》中有“肉

食者”[14]一词，孟子的仁政理想中也包含着“七十者可以食肉矣”[15]。《吕氏春秋·审时》篇中的禾、黍、

稻、麻、菽、麦六种农作物是人类重要的粮食[16]。在起居出行上，中华先民“构木为巢”[17]“刳木为舟”[18]

“木直中绳， 以为轮”[19]，可见树木在制作屋、舟、车中的广泛应用。“肇牵牛车，远服贾”[20]“我任我

辇，我车我牛”[21]，可见牛在耕田、拉货等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斫木为耜，揉木为耒”[22]的文献记载

以及目前已经出土的战国铁犁、秦始皇陵园赵背户村山十铁犁铧、陕西关中汉代全铁犁铧都证明树

木与铁矿资源对人类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周礼》记载了中国古人巧用“嘉草”[23]“莽草”[24]等草药熏杀

害虫，治理虫灾。

正因自然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以破坏生态为代价求取GDP上涨的经济发展模式曾盛行一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2][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
页，第11页，第51页。

[3]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第

167页。

[5][6]陈梦枚：《“伪生态文明建设”之风不可长》，《经济参考报》2014年12月24日。

[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02页，第683页。

[10]徐元诰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1页。

[11][12][14][1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902页，第 1479页，第 1767页，第

2671页。

[13][17]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3页，第442页。

[16]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1782页。

[18][20][21][22][23][2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第206页，第495页，第86
页，第888页，第889页。

[19]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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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GDP确实是衡量社会发展情况的有效指标，然而如果GDP至上甚至唯GDP，虽然短时间内经济

效益会显著提升，但是最终会伤害人类自己。恩格斯说：“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

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原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1]

因此，习总书记看待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时，提出“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生态环

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增长是政绩，保护环境也是政绩”[2]“我们既

要GDP，又要绿色GDP”[3]“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4]“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等系列论述。相较于中华传统生态智

慧，习总书记没有像前人一样只关注生态作为资源的使用性价值，而是将生态与生产力统一起来，

以现代发展眼光对生态价值进行更为全面、科学的再认识、再评价。“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论述，旨在兼顾生态与经济，推动生态从资源转化为资产、资本，从

自然财富转化为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依托丰富生态资源和优质环境质量发展绿色养殖、生态旅游，

走建设生态文明与发展经济相得益彰的致富路。习总书记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提出“推进生态

建设，打造‘绿色浙江’”[6]的“绿色经济”概念。在扶贫开发工作中，习总书记指示：“要通过改革创

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7]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生态经济价值的认识更为深化、科学，在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的今天，

更应坚定不移走生态与发展相协同的新路径，建设兼顾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绿色家园。

3. 打造宜居诗意的美丽家园

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不再仅沉醉于物质生活的满足，而是对诗意栖居的理想生

活有了更多追求和向往。

如果自然环境适宜，物质资源丰厚，人们的生产生活就能顺利开展，精神世界才会感受到安逸

与快乐；反之，如果环境被破坏，不仅温饱成了问题，而且人类健康会受危害。中国古人对此深有体

会。管子言：“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

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8]孟子也曾经描绘过在自然生态较好情况下，老百姓

安居乐业生活的图景：“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9]如果说先秦人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尚处

于生存的层面，那么东汉张衡的《归田赋》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则在生存的基础上增添了诗意的追求：

“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

遥，聊以娱情……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10]仲长统的《昌

言》中也描绘出山清水美、悠游自在的生活：“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2]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3]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4][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
页，第21页，第30页。

[6]习近平：《生态兴则文明兴》，《求是》2003年第13期。

[8]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18页。

[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6页。

[10]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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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前，果园树后……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与达者数子，论道讲

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霜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1]青山绿

水、茂林翠竹、游鱼走兽在很大程度上会给人以愉悦的美感体验，从而使人达到诗意畅快的精神境

界，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

能代替的。”[2]

从古至今，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美丽家园的追求。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

国”，党的十九大重申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建设美丽中国、美丽家园包含两方面内

容：一是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习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3]生态

环境中的空气、饮用水、粮食是每个个体生存发展的刚需，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成功与否首先在于能

不能让人民“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4]，能不能

满足人民对舒适栖居环境的需要。但是当前一些城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盲目拆改，用草地、喷泉

代替古树、溪流，破坏了当地本具有的良好生态风貌。对此，习总书记指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

不要花大气力去劈山填海，很多山城、水城很有特色，完全可以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塑造

城市景观[5]。美丽家园、美丽中国推崇的是一种契合自然、不矫揉造作的宁静、美丽状态，这才是中

国人孜孜以求的“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6]的生活理想。

二是诗意满足的栖居心情。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很多古建筑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

楼。从实际效益看，这种行为劳民伤财，当地人民并未真正从城镇化中得到切实利益；从情感尊重

看，中国人在民族文化的影响下素有安土重迁、怀恋故土的性格传统，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当地人

民对故土情结的满足感与文化身份的认同感。习总书记早在浙江工作时就明确反对因旧城拆迁而

破坏文物古迹的行为：“现在有的地方搞旧城拆迁改造，把一些文物古迹搞得荡然无存，这是非常可

惜的。”[7]他肯定了当时杭州景区在保护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弘扬历史文化方面发挥的带头作

用。文物古迹是历史文化的证明，保存文物古迹就是保存历史。如果一座历史名城中只剩高楼大

厦，那么这座城市就会失去历史记忆与个性，我们如今所倡导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成为无

根之谈了。中国古人虽然对诗意栖居进行了细致描绘，但是其诗意满足仅限于自我。而当前美丽

中国建设突破了中国古人的“小我”，注重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与保护，这

是根据保留民族根性、激发文化自信的现实需要所提出的新要求。

因此，打造宜居诗意的美丽家园不仅要“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8]，而

且要保留住在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浸染下特有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寄托，“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9]。

4. 保障生态权共享的公平家园

生态权利公平，指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不同主体在生态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过程中享有被公平

对待的权利，而在生态遭受破坏时共同履行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但是，生态权利公

平在中国古代阶级社会中显然是一种奢望。中国历代国君几乎都有私人苑囿，贵族世家效法国君，将

[1][6]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页，第250页。

[2][3][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
页，第90页，第33页，第33页。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03页，第603页。

[7]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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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山泽占为己有，造成“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1]的局面。虽然中国古代哲人对此种现

象多有批评，如：“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2]“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3]“盖欲

与民通才共利，不独专之也。”[4]但在实际情况中，想要实现与民共利则困难重重。在南朝刘宋时期，有

官员上书希望还地于民，但尚书左丞羊希表示：“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

易致嗟怨。”[5]羊希的话揭示出当时想要推行生态公平的阻力是巨大的，因此政府只好采取折中的方

式：“常加功修作者，听不追夺。……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6]事实上，这种措施

依旧承认贵族阶级独占生态资源的合理性，对推进生态公平并未起到真正的作用。

习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7]这一观点正视了中国古代生态权归属

的问题，对中华先民几千年的理想进行科学化的表述与总结，更是对其质的超越与提升。习总书记

将生态环境定性为“公共产品”，这就与中国古代生态观从本质上区分开来。首先，中国古代哲人虽

然对山泽私有有所批评，但没有直接说明生态的公有性质，甚至认为在私人“常加功修作”的情况下

仍允许其独占。而习总书记则是从根本上将生态环境的所有权归于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真正意

义上的平等，即所有权的平等。其次，在中国古代，即使将山泽开放给百姓，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

对于生态环境的享有程度也是不同的。而当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时，就说明所有人

在享受、利用生态环境方面是绝对平等的。

习总书记关于生态权利的论述谈到“每个人”的概念，这也是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巨大超

越。首先，“每个人”包含弱势群体。过去，“癌症村”“毒气村”的报道屡见不鲜，说明农村地区与农

民群体生态权存在缺失。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

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8]在此基础上，习总书记就西藏、四省藏区、武陵山区、滇黔桂部分贫困

地区的生态问题做出指示：“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扩

大政策实施范围。”[9]这些地区往往在经济发展上亦有迫切需求，故而习总书记就如何兼顾生态与脱

贫两方面进行深入思考，提出“生态脱贫”的新思路：“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可以让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从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工程资金中拿出一点，作为他们

保护生态的劳动报酬。”[10]这就表明，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对弱势群体的生态权利更加关注，正

建立起真正公平公正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其次，“每个人”包含后代人。代际公

平就是保证各个世代的公平，世代既包括当代人，又包括后代人。人类是在地球上长期繁衍的生

物，这意味着是当代人与后代人共同拥有地球上的各种资源，都有权享受生态环境带来的福利。而

后代人具有需求不确定性、主体地位缺失性与时间无限延续性。因此，为了人类的繁衍，当代人必

须保证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传递给后代子孙。古人生态观念对后代人的生态权利鲜有提及，而

习总书记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11]这一论述体现了对后

代人生态权利的重视与保护，具有长远意义。

[1][5][6]沈约撰：《宋书》第5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677页，第1677页，第1677页。

[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4页。

[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7页。

[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7][9][10][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第4页，第65页，第65页，第144页。

[8]《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让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人民日报》2018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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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理论内容的构想与提出，最终还是要在现实中发挥效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

要节约与保护相结合，坚持系统工程思路；健全生态管理制度，强化生态追责意识；强化生态保护教育，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1. 节约与保护相结合，坚持系统工程思路

中华先民对如何维护生态环境系统有诸多探索。老子言：“天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

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1]他指出，自然之道在于系统与平衡。

孔子、孟子、荀子、管子都曾多次论述，使用自然资源要遵循时节变动与动植物生长自然规律，合理

使用，如说“上律天时，下袭水土”[2]“不违农时”[3]“斧斤以时入山林”[4]“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

入山林”[5]“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6]。明清时人开始有意识建设和谐的农林生态系统。

人们在田地旁修堤建坝，当遇到干旱时节，就将堤中之水引进田地进行灌溉；在水堤周围，人们种植

蔬菜、豆子、榆树、柳树等植物，在水堤之中养殖鱼虾等水产品。这些论断与做法体现出中国古人对

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初步理解，反映出先民顺应自然、节约资源、因地制宜的和谐生态实践理念。

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开发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尚弱，对生态的破坏程度也在可控范围内。

如今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已经远超古代，衍生出的许多生态问题也是中国古人不曾遇到的。因

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对中华先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优良传统进

行了一系列现代阐发。在实践态度上，习总书记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体，提出：“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

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7]在产业结构上，

习总书记强调，要“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

碳发展”[8]。在能源开发上，习总书记指出：“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优化能源结构，落实节能优

先方针，推动重点领域节能。”[9]在实体经济上，习总书记指示：“支持制造业绿色改造，引导实体经济

向更加绿色清洁方向发展。”[10]在北京冬奥会筹办上，习总书记指示：“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

理念……要贯穿筹办工作全过程。”[11]

同时，习总书记从当前现实需要出发，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协调整体与要素、要素与要素之间

的复杂关系，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思考生态问题，提出“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

是十分必要的”[12]“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

治山和治林等”[13]等论述，对“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用养结合、因地制宜等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进行

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福建工作时期，他曾以修堤与使用地热水为例指明生态系统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特质：“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通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

使用地热水，疗疾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了更为棘手的后果。”[14]在

[1]朱谦之撰：《老子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98—299页。

[2][3][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4页，第2666页，第2666页。

[5]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页。

[6]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1页。

[7][8][9][10][11][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8页，第20页，第26—27页，第35页，第35页，第56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07页。

[14]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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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地区可持续发展时，习总书记指出：“从生态系统整体性着眼，可考虑加大河北特别是京津保中

心区过渡带地区退耕还湖力度，成片建设森林，恢复湿地，提高这一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1]在谈及

城市规划问题时，习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城市规划建设的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对自然的影响，更

不要打破自然系统。”[2]

2. 健全生态管理制度，强化生态追责意识

当前我国面临的生态困境不仅仅是单纯追求经济效益造成的，与之前政治、法律制度不完善不

健全也有很大关系。习总书记坚定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

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3]

早在尧舜时，统治者就设置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职位——“虞”与“衡”；夏、商、周在此基础上又设

置了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职务，分类更为细致。秦简《田律》、甘肃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掘出

土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规定了人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时节。魏

晋六朝时人们延续前代传统，设置专门负责自然管理的职官，如北齐有虞曹主事与虞曹郎中，北周

有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职官。北魏时期，孝文帝为了鼓励百姓种植经济林，曾特地颁布诏书：

“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

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4]硬

性指标的确定，对百姓种树起到极大的敦促作用，在当时形成了一股植树热潮。南朝宋时曾有诏

言：“擅占山泽，强盗律论，脏一丈以上皆弃市。”[5]可见，当时的法律对擅自占用山林的人，处罚是非

常严厉的。《唐律疏议·杂律》中可见大量的环境保护条款。清朝增设了负责水利的官职都水监，制

定专门的狩猎和林木管理条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乃至引领者。能有这样的

贡献，与健全制度、强化追责是密不可分的。一是生态管理制度的逐渐健全。在习总书记看来，推

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6]。而颁发诏书、颁布法律也是中国古人在保护生态上最

常用的政治手段之一。习总书记强调制度在生态保护上的重要性：“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把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7]目前，我国生态管理制度内容丰富，有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制度，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等，具有覆盖范围

广、体系化强的特征。合理完善制度的建立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靠保障与

有效参考。制度往往规定了生态红线，红线的意义在于约束。习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红线的观

念一定要牢固树立起来。”[8]这些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的确定就是在告诫全党全国，即使有巨大经济效

益的诱惑，也坚决不能逾越制度中的生态红线。由此可见，新时代的中国不再单纯以GDP的高低来

评价发展的好坏，而是将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体现

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9]。习

总书记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明确表示，发展要去掉“紧箍咒”，“在治理大气

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贡献了，那就可以挂红花、当英雄”[10]。针对贵州发展问题，习总书记指出：

“我们强调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不是不要发展了，而是要扭转只要经济增长不顾

[1][3][6][7][8][9][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52页，第99页，第110页，第109页，第99页，第99页，第21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03页。

[4][5]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8页，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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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思路。”[1]

二是生态追责意识的逐渐强化。习总书记明确表示，对领导干部要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实践

证明，生态环境保护是否能够有效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习总书记指出，当前湖泊湿地被滥占，

很大程度上就是产权不到位、管理者不到位所导致[2]。因此，习总书记反复重申对领导干部的责任

追究问题：“要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认真贯彻依法

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3]“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

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4]权责不明，生态保护就会落空，节用控污的具

体实践就难以广泛开展。而将责任分配到人，能够明确生态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之间的责任关

系，增强对某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之便，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私利行为的监督与管控，更好地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在这种意识下，习总书记针对腾格里沙漠遭企业污染、青海祁连山自然保护区与木里

矿区被破坏性开采等情况多次强调，要“扭住不放”[5]“一抓到底”[6]“举一反三”[7]。在生态责任问题

上，习总书记提出“河长制”，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

保护工作，这是对中国古代设立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自然管理官职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3. 强化生态保护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处理生态问题，必须抓住矛盾的关键，即人类自己，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加

强生态保护教育，营造出良好的环保氛围。只有人们对生态环境具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关切，整个

生态文明建设才能顺利开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人的教化，而这也体现在生态问题上。首先，中国古人将生态保护上

升至道德层面，把生态保护与传统孝观念、圣人标准相结合。孝道在中华文化中分量是极重的，将

生态保护提升至孝的高度，无疑会在当时人心中增加对生态保护的重视。孔子言：“断一树，杀一

兽，不以其时，非孝也。”[8]曾子说：“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9]这说明，最高的孝道就

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老子言：“圣人去甚，去奢，去泰。”[10]将节俭不浪费的环保生活方式作为圣

人评判标准，为当时民众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其次，是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向民众普及生态保护观念。《庄子》中很多故事都闪耀着顺物之情

的生态色彩。世人都称赞伯乐识马，庄子却从马（自然）的角度进行思考。觅草饮水、自由自在是马

的真性情。对马而言，遇上伯乐是大不幸。在伯乐这里，马原本自由的天性被无视，转而“烧之，剔

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11]，“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

有鞭筴之威”[12]，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胁迫它们摒弃自己的天性。这样训练出来的马，其温厚善良之

天真本性已经荡然无存，变得性情暴躁，反而对人不利。庄子以马喻自然，批评人对自然的伤害。

再如庄子在庖丁解牛故事中指出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必要性。当庖丁掌握了牛体构造，按照牛骨缝

隙进行解剖时，不仅能够较为轻松地进行解剖，而且能够保护好刀具，增加其使用年限。正如庖丁

自己所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13]《吕氏春秋》曾记载亶邑夜渔者放生小鱼的故事：“巫马

[1][2][3][4][5][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版，第23页，第105页，第110—111页，第100页，第109页，第109页，第109页。

[8][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8页，第1598页。

[10]朱谦之撰：《老子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8页。

[11][12]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38页，第338页。

[13]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上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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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观化于亶父，见夜渔者，得而舍之。巫马旗问焉，曰：‘渔为得也。今子得而舍

之，何也？’对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1]借此说明人不应妨碍万物自然生长

的道理。

即使在信息传播手段不那么发达的古代，人们也已经意识到教化与宣传的力量。以古鉴今，当

前国家制定的生态规章制度必须经由普及教育、广泛宣传才能使广大人民对生态保护有深刻而清

晰的认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总书记明确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

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2]由此可见，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一样，非常重视生态保护的教育宣传。

从教育宣传的内容看，习总书记呼吁保护森林：“绿化祖国，改善生态，人人有责。”[3]主张勤俭节

约的消费观：“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树立节能就是增加资源、减少污染、造福人

类的理念，努力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4]从教育宣传的对象看，习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义务植树，身体力行在全社会宣传新发展理念。”[5]对消费者发出倡

导：“推广节能、节水用品和绿色环保家具、建材等，推广绿色低碳出行，鼓励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环

保再生产品，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6]对少年儿童进行激

励：“大自然充满乐趣、无比美丽，热爱自然是一种好习惯，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少年儿童要在

这方面发挥小主人作用。”[7]而习总书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正定工作时期，只要不出正定城关，

一定骑自行车上下班，锻炼身体的同时践行环保理念。此外，习总书记从 2013年起连续参加首都

义务植树活动。从教育宣传的方式看，我们当前的宣传教育方式相比于古代来说已经是大大丰富

了。2011年，我国推出《美丽中国》纪录片，向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良好的

生态风貌。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塞罕坝造林、毛乌素治沙等生动

范例登上报纸、电视，成为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榜样。习总书记倡导在国家范围内积极评定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以带动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当前，形式活泼的环保公益性活

动不断涌现，例如多地以徒步、登山、慢跑形式开展捡拾垃圾公益活动。这些观念、举措与中国古代

宣传教育方式相比，突破了一家一户的局限，表明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

有的事业，其境界更高，科学性更强，而且形式更加生动活泼，更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喜爱。

综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深刻传承了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智慧基因，

又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全球性、时代性的广阔视野，是当前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责任编辑：洪 峰〕

[1]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6页。

[2][3][4][5][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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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00-Year History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Consensus Building: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 Dai
Yuqi, Qin Xinyuan

The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cord the Party's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seeking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and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in the hundred
years of struggle, and show the Party's great wisdom of mastering historical laws and building ideological
consensus. The background, drafting process and core contents of these resolutions all point to consensus
building, highlighting the Party's basic experience of building consensus on values in grasping the evolution,
building consensus on ideas in self-examination, and building consensus on development in studying and
judging reality. They have the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uniting being in the same line and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combining Party spirit with the people's spirit, and echoing the spirit of brainstorming and giving
play to historical initiative. Consensus building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unity and promoting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various undertakings, an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rocess of world
history. In the years ahead, the CPC should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what consensus", "whose consensus"
and "how to build consensus", buil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grasp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pay
attention to ways and methods, and implement them with joint actions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Wisdom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 Diao Shenghu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wisdom. On the question of why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raised the valu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ognition
of maintaining human survival to a higher level of civilization continuation, scientifically claiming that "the
prosperity of ecology leads to the prosperity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ecology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civi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hinese ancestors' cognition that "there are times when things are created by
nature, and wealth is limited by the earth",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t is easy to ignore it when it is used while it is difficult to survive when it is lost";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conservation" and "less desire", Xi Jinping thought
dialectically proposes "adhering to both protection in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in protection";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wisdom, Xi Jinping thought scientifically sets a new goal of "moving
towards a new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n the question of what ki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build,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creatively advocates building a harmonious home for the community of life; breaking through
the Chinese ancestors' cognitive limitations of the economic value of natural resources, it suggests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and that a green home should be built by taking into account
both ecology and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ife ideal of "washing in the clear water, chasing
the cool breeze, fishing for carp, and shooting down flying birds with arrows", it is proposed to create a livable
and poetic home; facing the issue of the ownership of ecological rights in ancient China, it puts forward that "a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fairest public product", and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fair home that
guarantees the sharing of ecological rights. In terms of how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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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dvocates the combination of con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and adheres
to the idea of systematic engineering on the basis of the Chinese ancestors' ideas on production of conforming to
nature, saving resources and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measures such as
laws and decrees, the ecological management system i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accountability is to be strengthened;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approaches of morality and storytelling
about ecology, education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create a good social atmosphere.
The Relation Between Logic and Rhetoric in Aristotle's and Riceour's Theories /
Deng Xiaomang

Aristotle sees rhetoric as a branch of logic and subordinates its poetic or aesthetic function to the
logical function. This Aristotelian approach has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rhetorical
theories. By arguing that the poetic, especially metaphorical function of rhetoric constitutes the nature of
language from which the logical function originates, Paul Riceour turns this relation upside down for the
first time. In Riceour's view, it is the "living metaphor" that opens up the space of meaning in language,
breaks through traditional logical norms and shapes new ones. It revives the vitality of logic by transforming
ossified formal logic into creative dialectical logic. However, Ricoeur finally stops moving forward at the
entrance of "metaliguistics" and returns to the default pattern of western "metaphysics", due to the fact
that he is still restrained by the mindset of traditional ontology.
How Is a Sustainable Unified Country Possible? —An Analysis Focusing on the Ideological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Yin Dongshui, Dong Baocai

The maintena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a unified country is an important theme of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also an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owever, the unity and solidarity of the state do not grow spontaneously, but are the product of the
ac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 government and the result of the integration of state power. Sinc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of all dynasties would have exerted the national ideological leadership
to write texts and construct discourses on the history and the ideal of the great unity, thereby maintaining the
unity of the country. The ideological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maintaining national unity as well as a unified count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n irreplaceable leader. The ideological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cludes the
right to dominate ideology, the right to set directions for ideology, and the right to innovate ideology. The three
play their roles, support each other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jointly making the unified country
sustainable. The CPC's ideological leadership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entry path to underst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explanatory variable for analyzing the unity and
order of such a super-large country.
Civil Liability for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Focusing o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Yang Xianbin, Wang Bingchang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may cause such three kinds of legal consequences as nuisance,
damage, and the coexistence of nuisance and damage. Civil liability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perpetrator, the
application of law, the principle of attribution, and the calculation rules. There are constant debates on this issue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it is urgent to clarify and improve it. At the level of a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 nuisance,
where a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cessor obstructs the exerci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Articles 44 to 50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shall prevail, and if sufficient relief cannot be obtained, Article 995
of the Civil Code shall apply; where a non-personal information processor obstructs the exerci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Article 995 of the Civil Code shall apply. At the level of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private information), the liability of infringement damages by a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cessor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rinciple of fault presumption liability in Term 1, Article 69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