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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深入学习生态文明需要“周道”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变”在哪里？首先是文明之变。

从文明角度纵览，人类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三个大的文

明历程，现在进入生态文明阶段。我们正处于文明变迁为大背景的历史潮流之中，

需要从文明的根源、时代的需求角度，来深入理解什么是文明，为何需要生态文

明，进而顺应时代潮流，向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进步。

【什么是文明？】

关于文明的解释或解读，大概有 10 来个不同版本的含义，包括对东方文明、

中华文明、物质文明等等，但世界各国的文明都有趋同性。从英文 Civilization

一词的拉丁词源的 Civis 来看，在全球各种语言中的文明的含义都不外乎三个方

面：一个是城市的居民，一个是人民生活在城市的能力，再有一个是社会与文化

状态是一个总和。而生态文明，其实重点是指人类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一个社

会状态的总和，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和所呈现出的整

体特性，即生态文明。

【为什么要生态文明？】

在地球 46 亿年的历史中，已经发生过 5 次生物大灭绝，现在正在发生的是

第六次。与生物大灭绝中的栖息地丧失同时相伴而生的是气候危机和公共健康危

机。这三个方面的危机都是由工业文明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带来的，也是我们必

须要结束工业文明，开启生态文明的原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继续生存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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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物种灭绝速度情况非常严重，联合国旗下权威机构发布的报告宣布，在

未来的 10 年将有 100 万个物种灭绝。气候变化危机，大家都已经有目共睹。公

共健康危机通过这次新冠疫情大家也深有体会。

工业文明使得人类各种技术手段大幅提升，其向自然获取资源、侵占各类栖

息地的“能力”也大幅度提高，这些行为导致森林、湿地等维系物种生存、环境

健康的生态系统大幅减少，人类发展模式不再可持续，到了必须要调整的关键节

点，生态文明成为必须。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依托科学重要的先导性、先锋性知识，但除此之外，生

态文明建设还包括标准制度、法律构建、道德伦理，习惯文化等各方面。如何从

这些内容中去看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差别，研究生态文明的发生、发展、变化，

研究怎样在这些新事项之中去加强、应用理论与知识，是践行生态文明的重要路

径。这也是 《周道生态文明》特刊应运而生的重要原因。

【以“周道生态文明”服务可持续发展】

《周道生态文明》系列文章，围绕我国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的积极倡导者、

实践者、研究者周晋峰博士的政策热点解读、国内外案例分析等，形成专题，通

过聚焦时代热点，呼应民生关切，褒贬真伪生态，以各类生态项目、绿色工程、

环境事件、污染治理为切入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健康、道路交通、旅

游安全、学习教育等密切相关，深入浅出解读生态文明思想，让建设生态文明走

近我们身边，从而以独特创新的视角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社会经济发展可持

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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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生态文明，不仅是人类面对工业文明弊端的清醒认知，也是文明多样性

下的“适者生存”智慧结晶。谨以此深入学习生态文明思想，推动全球可持续发

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期刊编委会

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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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应尊重拾荒者与废旧物品利用产业

文/周晋峰,Lucy

摘要：拾荒者的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他们的工作不够光鲜亮丽，但

确是实实在在的为资源可循环利用做着贡献。城市管理应尊重拾荒者，不要破坏废旧物品利

用的产业。

关键词：生态文明，双碳目标，废旧物品利用

周晋峰,Lucy.城市管理应尊重拾荒者与废旧物品利用的产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8 卷第 4 期.2022 年 7 月.ISSN2749-9065

我们应该尊重城市里的拾荒者，他们是生态文明城市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他

们每天满载而归，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一些收入，但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资源循环再

利用。他们是维系着一个健康、清洁城市的有机体的一部分。

但近些年我们了解到，一些地方不让拾荒者进入“收破烂”了。虽然越来越

多的城市在实行垃圾分类，小区也安排了垃圾分类回收箱和保洁，表面上看起来

也是不错的，但在实际的细微处，仍有很大差别：因为没有商业、市场、社会支

撑，变成统一的管理之后，对可回收利用产品在微观上的积极性和认真程度大幅

度地减了，所以一些塑料瓶、纸盒往往会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没有有效循环利

用起来。最后的结果是大量的纸板，纸箱，塑料瓶这些课再生资源没有被再利用，

而是进入了垃圾的成本序列，这对于整个社会、对于双碳目标、对于生态文明将

是一个负面的影响，这些影响随着拾荒者禁入正在发生。

我们应该真正的尊重拾荒者——从事旧废物品回收的个人和企业，把他们看

成文明的使者，把他们在做的这些工作看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应该支持

这些回收人员进入社区开展回收工作。这样有助于实现我们倡导的生态文明、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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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目标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从这个角度来讲，有的城市不允许搞旧衣回收，就

像我们的小区完全不允许收旧废品一样，是严重的“开倒车”，阻碍、影响了生

产目标的实现。

一些大城市这个现象也非常明显。比如在北京，原来家里有旧桌子、旧椅子、

木门、电视机，都有收废旧物品的来回收拉走。他们会为这些物品付费，因此也

会非常珍惜，会让它们发挥最大的价值——最大的经济价值、最大的环保价值。

但是现在，城市的强化管理正在破坏废旧物品回收利用的产业链。有些人认

为拾荒者形象不好看，蹬了一个平板车，拉了一些旧东西走街穿巷的，影响市容，

有些认为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很多城市的管理者都用各种各样的手法对此加以限

制。显然，这种管理举措做法并不利于整体社会对于节约思想的践行，还会导致

资源的浪费。换个角度，拾荒何尝不是一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风景线呢！

（本文根据周晋峰讲话语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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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洲象说起，谈新文明时代下的科技伦理工作

文/周晋峰,王晓琼

摘要：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开启，伦理作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

本文从备受关注的亚洲象莫莉疑遭强迫表演切入，从生物与科学伦理角度，结合时代背景，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亚洲象，科技伦理，生物多样性，生态文明

周晋峰,王晓琼.从亚洲象说起，谈新文明时代下的科技伦理工作.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第 8 卷第 4 期.2022 年 7 月.ISSN2749-906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2 年 3 月下旬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

理治理的意见》，我们对此深入学习，并结合自身工作，有一些心得体会，希望

分享给大家。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开启，伦理作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发

生着迅速的变化，这其中也包括和我们关系重大的生物多样性工作，因此，新的

伦理越来越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从 2018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理事

会讨论决定，把长期开展工作的中国绿发会生物与科学伦理工作组变更为中国绿

发会生物与科学伦理工作委员会（简称 BASE），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坚持了以

下几个工作的思路。

首先，是展开广泛深入的研讨，让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包括公民科学家积极

参与、组织研讨。同时，我们也认真学习理解生态文明思想，夯实有效开展生物

与科学伦理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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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收到了大量的科学家、志愿者和公众对亚洲象“莫莉”事件的关

注与反映，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科学伦理问题，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学科的伦

理问题。

在工业文明时代，动物常常被人作为工具，作为娱乐的对象。因此很多国家

都有动物表演，有些甚至是野生动物表演，还有农牧畜禽的表演和宠物的表演，

这些现象在工业文明的伦理框架一直是很活跃地存在。但是，进入生态文明时代，

我们应该知道，生态文明的要求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尊重生命。我们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那么，在这一发展思路下，在生

态文明思想的宏观指导下，再来讨论亚洲象的问题就很清楚了——亚洲象是濒危

物种，是我们必须要保护的，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们的保护

策略和方法要做到依法依规，也须与新的伦理相适应。

新的伦理是什么？具体到亚洲象事件，我们认为包括亚洲象在内的濒危野生

物种都不应该作为被利用的对象，食用、药用，以及表演等，都应该停止。我们

不应继续以牺牲绿水青山为代价，以牺牲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代价，来满足人类娱

乐所需或者是口腹之欲。

生物与科学伦理，在大的逻辑下还涉及很多问题。比如对待宠物的态度，畜

禽业的伦理问题，以及海洋动物的保护与科学伦理，包括动物园和海洋馆的设立

问题等。我们是不同意设立新的海洋馆的，因为这对于海洋生命来说，是一个巨

大的威胁，频发的野生动物盗猎行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相信，随着大

家的对生物多样性和伦理问题的关注，亚洲象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我们更相信，

通过这一次公众的广泛参与，生态文明思想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接

受学习，并且身体力行，希望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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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个别的行业也能够做出改变，通过认真学习生态文明思想，明白今天的

气候变化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以及公共卫生健康危机，以及地球的第六次生物

大灭绝，都是工业文明的无序发展带来的后果。虽然工业文明也给我们带来了很

多很伟大的贡献，没有工业文明，地球不可能养活 77 亿人，但是我们必须要开

启新的文明，要高度重视科学伦理工作，要通过学习生态文明思想，构建起新的

生物学和科学伦理框架，并以此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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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植物园应该怎么建？

文/周晋峰,Daisy

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重点进行阐述。认为生态文明时代的国家植

物园体系，应该尊重传统生态保护理念和做法，实现具有特色的、传统的、人民的、本地的、

自然的植物体系连通。

关键词：国家植物园，竜山，生物多样性，生态文明思想，绿水青山

周晋峰,Daisy.国家植物园应该怎么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8 卷第 4 期.2022 年 7

月.ISSN2749-9065

国家植物园建设的信息发布后，有不少专家对于建立构建国家植物园体系展

开了讨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总体而言，专家讨论的重点，不是“该不该

建”国家植物园体系的问题，而是“该如何建”的问题。

从国家生态安全角度出发，在全国建立一个国家植物园体系，毫无疑问是重

要的。那么，对于如何建立国家植物园的关键问题，我认为应该秉持以下几个出

发点：

首先，一定要坚持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尊重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因此我

们的国家植物园体系应该包括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所涉及的各种植物；同时，生态

文明思想里面还包括人与自然和谐，所以还要强调原地保护（in-situ

conservation），这是科学家已经达成的共识了。

其次，尊重本土的传统生态文化和理念。我们应该找到“竜山”。竜山（Sacred

hills）是什么？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国南方人民在传统劳

动和生产生活实践之中，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是在他们

的村寨边上有小山，这个山不能动，不能进去，不能够砍柴，也不能抓山上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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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兔子吃，这个小山就叫“竜山”。因为竜山是神圣的，当时的人们为了加强神

圣不可侵犯，还要去竜山祭拜，祈求平安，祈求丰收，祈求健康。这些传统具有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涵。这是他们对水土自然的保护，不是为了某一个特殊的物

种，而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优秀的传统。有一位科学家跟我说，以前有数以千计的

竜山，竜山的历史至少都可以上溯到千年，很多地方都曾经有。我们的国家植物

园建造也是一样的道理，植物园体系里边必须要有几个“竜山”，这不仅是传统

与文化，还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也是最新的科学。最新的科学是什么？人与

自然和谐是真正的自然，竜山是真正的自然，我们的国家植物园千万不能够再走

西方人走过的老路——大兴土木，还要去全球去各地找不同的植物品种。毫无疑

问，这不是我们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重点。

再次，重视本土的、特色的、自然的植物体系连通。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

重点在于：把我们全国的具有特色的、传统的、人民的、本地的、自然的植物体

系连通，包括植物体系中的其他生物，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微生物和动物。从我

们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包括基因、物种（其中物种里边有动物、植物和微生

物）和生态系统，从这个角度去建设，这是一个生命体。

还有像湖南和很多的中偏南地区，有一种农业实践叫做“凼（dàng）”，这

个字在今天的汉语里面是塘、水坑的意思。在传统农业实践中，秋天会有水坑，

人们把除了的杂草扔在里边，到来年，凼里面的流体和水田里的水流通之后，它

又重新发挥了它的作用，做固氮，做化肥等等。其实凼的生态功能还远不止于此，

凼其实就是一个个的小微湿地，里面也许还有虫子，水生生命，螺，可能还有青

蛙的卵，每年都会重新焕发生机。这个小小的生态系统就像竜山一样，是我们传

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蕴含了真正的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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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植物园应该是构建这样的体系，去展现人民千百年来的成果，去

发现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同的生态系统，不同的当地植物，以及植物赖

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植物所带来的独特基因。希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时候，

重点关注这些。

如今城市中的很多做法，相当于对生态系统的一次大扫荡，除掉杂草和虫子，

清除掉原本特色的不同地形地貌，变成整齐、漂亮的公园草地和树林、漂亮的干

净的步道……这些就像我们放在房间里的微缩景观一样，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绿水青山。生态文明语境下的绿水青山，是人类的栖息地，是自然。我们的国家

植物园体系建设，应该建设的是国家绿水青山的保护系统，是我们生物多样性工

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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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海龟放生：生命第一、科研第二，确保生物与科技

伦理优先级

文/周晋峰,Littlejane

摘要：本文以 5 只获救助的绿海龟放归行动为例，从科学的伦理、生物的伦理的角度，对践

行绿水青山、开展科学研究的位序做出阐述，并认为更具优先级的是保护自然、保护生命，

科学研究是第二位。

关键词：绿海龟放生，救助，科技伦理，生物多样性保护

周晋峰 ,Littlejane.绿海龟放生：生命第一、科研第二、生物与科技伦理需确保优先级.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8 卷第 4 期.2022 年 7 月.ISSN2749-9065

2022 年 7 月 5 日，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两个绿会保护地在积极沟通当地政

府部门后，将救助成功的 5 只绿海龟放归了大海。这是葡萄牙里斯本联合国海洋

大会闭幕后，来自中国民间的最快行动、最好响应，也是学习《论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具体案例。

有人问为什么选择 7 月 5 日这一天放归，也有人建议我们等等再放，等联系

到遗传科研机构采集 DNA 样本再野放，还有人建议在绿海龟身上装 5 个跟踪器，

来研究这 5 只绿海龟是不是同 1 个家族的、未来是不是会生活在一起、会不会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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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洋流迁徙亦或其他，并建议等到合作方再放更有意义……

诚然，对于我们来说，这次救助和野放是和野生海洋动物一个非常难得的邂

逅。但是，所以我没有说“圆满”，没讲这个野生动物放归是 100 分。

毫无疑问，科学研究的意义是重大的。比起刻意去野外捕捉用于科学研究，

这种“偶得”的方式更好。首先，我们如果把 5 只绿海龟的基因信息进行采集研

究，将会是意义重大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其次，我们如果在这 5 只海龟身

上分别放置追踪装置，可能会产生很重要的研究成果，对此我们也希望未来有社

会各界包括科学家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保护的行列。但是，我们没有等候，仍然

选择了在 7 月 5 日尽快野放。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经费的问题，其次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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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的科学伦理选择。

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在想是不是再等一等，或者再募集一些资金，再等

一等别的科学家——如遗传学的科学家、海归行为学的科学家、做跟踪研究的科

学家一起参与进来，让我们有更多的伙伴来做好这件事情。不过，经过反复思考，

我们最终认为绿海龟野放这件事经不起等待。我们认为，科学的伦理、生物的伦

理是“为它们好”放第一位，更具优先级的是保护自然、保护生命，科学研究是

第二位的。因此，在最重要的第一时间，在最重要的恰当时间，把它们放回自然，

这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科学研究让位于自然，是对“保护绿水青山

是第一位”的积极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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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是否需要大量工程？由伦敦地铁工人罢工想到

的

文/周晋峰,王晓琼

摘要：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应该改变，应该在这些大的工程建设的时候，进行审慎的、科学

的考量，是否该建，一定要建的时候，要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做正确的环境影响评价，作

为科学的、总体的规划设计，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开展工程建设才是正确的路径和选择。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评，工程建设

周晋峰,王晓琼.未来是否需要大量工程？由伦敦地铁工人罢工想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第 8 卷第 4 期.2022 年 7 月.ISSN2749-9065

2022 年 6 月下旬，伦敦地铁的工人进行大罢工。为什么？直接的原因是他

们的工资涨的太慢了，涨不过通货膨胀。间接的原因是英国地铁的客流量减少，

造成效益持续的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新冠疫情让很多人远程居家办公，交

通运输量的下降，导致了地铁效益的持续下滑。

借由这个事件，我想做一个非常肯定的预言，这是 50 年前《增长的极限》

一书中的预言，我今天还想重复一下，我们的交通量、货运量、水运量在未来一

定会下降，包括旅游量也会下降。因为我们正在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只

是因为新冠疫情，还因为人类的全球化和本地化在双向的加速发展，未来产业将

在本地得到充分发展，两个大循环和全球的交换，是在此消彼长的变化之中，未

来对这些需求会降下来，我们为了旅游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旅游景点，也将

面临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认为应该防止工业文明时代资本主义这种纯市场机

制过度的被应用。生态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正在加速的演替，我们应该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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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准备，在进行新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不应只想着提高 GDP、增加就业，

而忽略它带来的生态消耗和对自然的影响。

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应该改变，应该在这些大的工程建设的时候，进行审慎

的、科学的考量是否该建，一定要建的时候，要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做正确的

环境影响评价，作为科学的、总体的规划设计，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开展工程

建设才是正确的路径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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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演进的反思：

从大熊猫圈养、网购“异宠”到新建海洋馆

文/周晋峰,Maggie

摘要：异宠产业的兴起正在不断加剧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海洋馆的需求，为野生动物非

法盗猎提供了驱动力。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与进步，应该有效杜绝这类情况的发生。

关键词：异宠，生物多样性，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文明变迁

周晋峰,Maggie.文明演进的反思：从大熊猫圈养、网购“异宠”到新建海洋馆.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绿色发展.第 8 卷第 4 期.2022 年 7 月.ISSN2749-9065

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现今我们要实现的生态文明建

设，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态文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实现它？本文先

从异宠说起。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文明的根本。举个简单的例子：几十年前，美国和中国的

动物保护专家共同进行了大熊猫的保护，攻克了大熊猫人工繁殖的技术难题，找

到了大熊猫人工驯养的方法，现在全球上百个动物园都有中国的大熊猫在展示，

被认为是生物功能性保护的成功案例。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大熊

猫放在动物园里圈养，也等于是一种集体性的“异宠”。另外还包括现在流行的

网购“异宠”，很多人通过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奇珍异兽，不同的蛇、青蛙、

龟、昆虫等买回家养起来——整个行业发展快速。这些行为催化了全球生物多样

性的丧失。

现在世界领先的动物园，中国也有，外国也有，强调的不是某些特异的动物，

而更重视本地物种，有的动物园准备把原有的大象放回到非洲草原上去，并准备

陆续的关闭整个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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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曾规划要建一个海洋馆。我们认为海洋馆也是工业文明的产物——

对于野生动物展演展示及带来的经济利益，有很明确的追求。与旅游经济、观光

经济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2019 年大连破获的一起大型的斑海豹盗猎案件，100

只还在哺乳期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幼崽，被盗猎分子从母兽身边偷走，并

导致幼崽大量死亡。为什么会发生盗猎？根据警方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海洋馆

的市场需求驱动的，这些斑海豹幼崽大部分被海洋馆预定了，通过这种买卖，盗

猎分子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并不惜为此铤而走险，触犯法律。

海洋馆正愈发成为生物多样性丧失、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一个主要的驱动力

之一。因此，我们倡议，应该停止新建海洋馆，这也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

的重要体现，是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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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西方差异与人民的参与

文/周晋峰,Maggie

摘要：生态文明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东西方文明存在差异，但也有着共同点，应互相选择地

借鉴，独立创新，保持不同，寻求合作，共同去面对地球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危机。通过早

醒者的呐喊，带动更多的人意识到危机，并让更多的人醒过来，是地球未来的希望。

关键词：文明，独立创新，发展阶段，人民的参与

周晋峰,Maggie.文明、中西方差异与人民的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8 卷第 4

期.2022 年 7 月.ISSN2749-9065

关于文明

文明是很多层面的东西，英语中的 civilization 这个词，起源于拉丁文的

civis，原意是城市的居民，后面逐渐演化出在城市中生存的能力、制度等等复杂

的含义。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今天仍在盛行的工业文明，以及我们要努

力实现的生态文明，每个文明有自己标志性的技术，比如农耕、蒸汽机和现在人

工智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期出台了首份人工智能伦理指南，其中

全面采纳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关

于环境的建言。

我们不能用工业文明的思维去制定未来的准则。比如，开车的时候遇到了野

生动物，现在惯常的逻辑，为了保证乘客的安全，我们就开过去，那么如果换成

生态文明的思维，可能我们就需要减速，去保护动物，虽然乘客可能会因此感到

一些不适。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想法，在新文明时代，是需要改变的，需要让全

社会知晓并适应。

看待中华 5000 年文明，不仅要纵向地从历史的时间线上看其中的演进，也

要横向地看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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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西方学者的分歧与共识

西方，尤其是欧洲的一些学者，其实是认可强政府模式的。东西方之间是有

共性的——都在研究未来，都认为人类要开启一个新的文明，从个人的行为规范，

到一个族群一个地域的行为规范，到更大的全球人类共同的行为规范，都需要改

变。只不过他们看中国的视角更宏观，更像置身事外的局外人，他们更多地看到

了中国的优势。而我们，做为在中国切实开展环境保护的工作者来说，我们更多

地在为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担忧和思考，我们是立足中国向外看，希望让人们知道

现实的严峻，需要让大家产生共情，发自内心地愿意参与到保护自然的活动中来。

当然，西方有些人，甚至是学者，对中国是存在误解的，而且误解很深。他

们对我们的不接受，一方面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比如西方所颂扬的个人主义在中

国并不被提倡，而集体主义在西方社会可能是不太好的东西，但在我国几千年文

化传统里是美德。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缘起于黄河、长江流域，这样的生产场景，

需要合作，需要集体主义，而西方文明缘起于渔猎，对资源的竞争超过了对合作

的需求，他们自古就需要单打独斗才好生存下去。另一方面，我们以往的宣传工

作做的也不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绿发会在努力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想让他

们看到中国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其实东方、西方，这样的文化、那样的政治制度，我们都应该抱着更加包容

的态度去看待，不能相互照搬，但完全可以有选择地借鉴，独立创新，保持不同，

寻求合作，共同去面对地球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危机。因为没有哪个物种、哪个

国家可以在地球上独活。

关于我国发展的几个阶段

如果打破旧有的划分标准，我想把新中国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从建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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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是第一个阶段，我们走的是革命的道路，无论是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

还是联合国席位的恢复，目标都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从 1976 年到十九大，这

几十年，我们走了发展经济的道路，为了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从十九大到今天，

目标是努力让中国人民好起来，这要求我们要走生态文明的道路。

这三个阶段，是历史的必然，是顺应时代和社会需要的。建设好生态文明，

中国人民可以成为世界潮流的引领者。

关于人民的参与

中国绿发会 2016 年成立了第一个保护地：绿会大鸨保护地·长垣，现在我

们已经有 180 多个保护地了。各个保护地有自己的保护地主任，多是当地人来担

任，保护地的志愿者很多都是质朴的当地农民，在中国绿发会的支持下，他们推

动了地方政府对环保事业的重视，让当地领导把眼光和工作落到了切实存在的问

题上。

中国绿发会提出了人本解决方案（HbS）和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BCON）。我

们不是反对国家公园、保护区的建设，但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人类聚居的地

方我们也要保护自然。马达加斯加在人类登岛之前，森林覆盖率达到 96%，现在

只剩下 20%，我们要让人类搬出去吗？那里的人民不要生存了吗？不是的，要兼

顾人类发展和环境保护，要让人们提升这方面的意识，要引导他们使用与自然共

生的方法，要让他们成为可持续发展行动中的一份子。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只在

保护区进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是需要的。

复活节岛是南太平洋的小岛，无人居住，但岛上有一些特别大的石像，人们

猜测过是不是外星人留下的遗迹。不过现在结论是人类曾经登岛并创造了一度极

其辉煌的文明，那时族群间相互竞赛，看谁能造出最高的石像，再运到海边。于



22

是砍树，滥用资源，人类灭绝，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样子。如果不改变，不唤醒全

体民众的意识，我们就要重走复活节岛之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将消失殆尽。

早醒者是痛苦的，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危险，并感受到了责任和孤独，但也正

是这些复杂的情感驱使着我们，努力做好工作，让更多的人醒过来，加入我们，

这是地球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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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绿水青山的心得

文/周晋峰,韦琦

摘要：绿水青山理念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但究竟什么是绿

水青山，怎么样践行绿水青山，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本文从生物多样性、从尊重自然的

角度，从生态文明思想与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出发，对如何保护绿水青山做出了思

考。

关键词：绿水青山，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保育

周晋峰,韦琦.学习绿水青山的心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8 卷第 4 期.2022 年 7

月.ISSN2749-906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提出到现在已经将近 20 年了。这一

历久弥新的理念，随着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愈益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理念

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但究竟什么是绿水青山，

怎么样践行绿水青山，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本文也对绿水青山的概念以及如

何践行绿水青山进行了探讨，欢迎争鸣。

什么是绿水青山？

简单的理解它应该是自然环境，更深刻一点理解，绿水青山是山、水、林、

田、湖、草、沙、冰，再进一步的理解，绿水青山就是生物多样性。

绿水青山中人造林和天然林都是绿色的，可能人造林更绿一点，但人造林是

不是绿水青山？如果我们把天然林砍掉，改成人造林，让它更绿一点如何？这毫

无疑问是对绿水青山的一个错误理解。还有荒滩，荒滩虽说名字叫荒滩，但是它

实际上是不荒的。我们知道海岸线上的很多荒滩、沙滩泥沼里边有海参、螃蟹、

海龟的蛋，以及鸟类天然的食堂和栖息地，是海洋生命的产房。荒滩可能是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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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传统意义上讲的是泥、是荒，但是这些滩也是我们今天最宝贵的绿水青

山。

如何践行与保护绿水青山？

周晋峰曾作为国际标准化组织、生物多样性专家组的专家参加 ISO/TC 331

的重要专家会议。在会议上，首先就其（terminology）定义展开了讨论。在讨

论中，我们提出来三个概念的不同与三个概念的顺序，具体是三个概念是什么

呢？第一个词叫 protection，意思是保护，第二个词是 restoration，意思是恢

复，第三个词叫 conservation，我们很多时候会译成“保护”，在这里我们翻译

成资源环境保护和前面的 protection 以示区别。

（一）Protection 是什么？

什么是保护？什么是 Protection？大家知道传统的保护是不许污染，拒绝空

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处理方式是直接扔到自然里去，破坏自然。

但是这是非常传统意义上的 protection。我们今天定义 protection 是什么？是

protect，是保护自然，具有防止的意思，防止什么？防止对自然进行破坏，什

么是对自然进行破坏？修公园是不是对自然的破坏？毫无疑问这是对自然重大

破坏。如果修建公园是为了娱乐，我们不讲，但如果我们说修建公园是为了保护

自然，是生态工程，那这就完全错误了。因为对于自然的扰动和改变都是破坏。

我们要做对绿水青山进行保护的第一步，就是要防止绿水青山遭到破坏。比

如，修一个重大的水利工程，它根本上改变了自然，如果说修建水利工程是为了

保护自然，那么就不该修这个水利工程。如果修建水利工程是为了农田灌溉，为

了其他，那是可以的。如果你说修水利工程是为了自然，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

对自然的保护，对自然的 protect，就是要防止自然遭受人类的重大的破坏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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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我们架天线、架电话线、修铁路、修公路，这些都是对自然的破坏，都是

我们第一个 protect 定义里要反对的内容，但是我们能不能全反对？我们不能够

全反对，因为我们需要铁路，我们需要公园，我们需要机场。

接下来怎么办？我们需要进行评估。评估我们破坏和所得到为人类的服务是

否相当，同时评估破坏是不是致命的破坏。所以现在我们做的环境评估，英文叫

assessment，environment assessment，但是我们的评估都还停留在工业文明时

代，大量的评估是停留在传统的对环境的破坏上面。现在的环境评估中，还缺乏

对环境的破坏，对自然的扰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现

在要保护绿水青山，就是要对自然做出重大改变的事情进行评估，评估它对生物

多样性是否有重大影响，是如何把影响减到最低，这是我们要做的。但是我们今

天看到大量的环评报告，这一部分是严重缺失的，那么，这些环评实际上是没有

意义的，是错误的。

（二）Restoration 是什么？

第二个单词是 restoration。现在有大量的生态修复工程，很多文件里很多

项目里都能看到，这里的修复完全错误的，因为修复就是 repair，它重点强调大

量的人工干预。刚才第一段我已经讲到了，我们要爱护绿水青山，第一步就是要

protect，要保护绿水青山免于受到人为工程的干扰。那么第二步，我们现在所

作的生态修复工程很多是在破坏生态，当然，如果说生态工程是为了别的，我们

仍然可以去讨论，但如果说你做了一个重大的工程，甚至上百亿的工程是为了保

护生态，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因为花那么多钱，用那么多水泥，挖掘那么多的土

壤，这本身就是对自然的严重的破坏，要保护自然，就是防止这些过多的干预。

那么我们是不是对于自然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的呢？一切都让它原样？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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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类工业文明大规模的生产，包括开垦良田、修运河、建水电站，这些

都是对自然巨大的扰动，这些扰动之后，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不是生态修复，而

是生态恢复，叫 restoration。从 restoration 这个单词准确的表达了我们应该怎

么做。我们要做的不是增加它的物种，而是应该恢复原有物种，我们不是新去种

树，而是恢复它原有的植被，我们不应该去大量的打水井，改变它原本的生态状

况，而应该尽量恢复它的自然状态，去思考的是多水地区如何恢复，缺水地区我

们应该如何涵养水源。而非在缺水严重的北方建立一个又一个水井，建立一个又

一个人工湖，这些都是严重的对生态的破坏。水来之不易，我们应该认真的保护

它，但现在建了人工湖，湖底做了防渗，这是对生态的反复破坏。防渗就切断了

水体和土壤之间的呼吸，切断了之间的能源交换与生命交换，有大量的微生物、

生物都生活在水土之间，防渗膜就把它们完全破坏了，这些都是不是生态修复，

而是生态破坏。真正的生态工程叫 restoration，就是想办法恢复生态。一些非

常著名的湿地公园，请了很多专家，花费了数以亿计的费用，但最终的结果是错

误的，因为他们只学了一片水，没有学到湿地真正的精华，没有学到湿地生命涵

养、自然调节等重要的生态作用。

（三）Conservation 是什么？

最后一个单词是 conservation，是保育的意思，保育是什么？是不是很多公

园收了钱，你买了东西，就让你去投喂  野生的鸟类？这个可不是保育，这仍

然是对生态的重大的破坏。正确的保育是什么？我们看到了小鸟，路上看到了穿

山甲，就捡回来交给了所谓的救护中心，最终它们辗转到了动物园，或者是什么

其他的所谓的科普基地，这些都不是保护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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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on 的本意是什么？第一，应该减少人为的干扰，第二，恢复自然，

第三，给自然以休养生息的空间。我们不要那么拼命的去观鸟，我们不要那么拼

命的去搞生态摄影，我们要给自然以宁静，远离人为的干扰，这是 conservation，

是真正的保护绿水青山。比如鸟类因季节自然的变化而导致的迁徙，我们不要过

度投喂，而让那些珍稀鸟类留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迁徙也是自然的一部

分。

如何理解青山绿水？

比如河湖里的水是 4 类水质，我们就要对这些水进行治理，关键是怎么治

理？国际标准化组织所接受的第一就是 protect，怎么 protect？就是要停止向

河流中输入大量的污染物，包括工厂的污染物，生活的污染物，要经过处理，减

少人为的污染。然后 restoration，不是要把每条河都拿着一个工业文明的标准

去治理它，这条河里有氟，这条河 BOD/COD 偏高，这是因为上游的浓度自然导致

的，我们不能为了平衡 BOD/COD 而用化学的手法去治理。否则治理完了也是用我

们工业的指标体系的“达标”，而不再是真正自然的水。

怎样理解绿水青山，怎样保护绿水青山，怎样把绿水青山放在第一位？这些

都是学习践行生态文明思想很重要的内容。只有认真的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按生态文明时代的要求和生态文明时代人类最新的科技成果，依据这些来采取行

动，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才是我们正确的工作方法。中国绿发会作

为生态文明、生物多样性和绿色发展三个领域的全国学会，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

讨论什么是绿水青山，如何才能够保护好绿水青山。欢迎大家批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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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文/周晋峰,Littlejane

摘要：生物多样性包含基因、物种、生态系统三个层次，彼此关联互通，是一个系统的整体。

绿色发展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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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很多人有误解，以为是等同于动物保护或濒危物种保

护，这是不全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它是包括基因多样性保护、物种多样性保

护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其中，物种多样性保护里面，又分动物、植物和微生

物等；而动物里边，又有濒危物种。所以说，“濒危物种保护”只是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不到 1/10……从逻辑上是这样一个概念。

同时，生态系统多样性，包括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所有的地球上存在的、包

括地球之外的天空，以及暗夜星空，这些都属于生态系统保护的内容。

以人为中心的环境保护，只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 1/N，所以实际上，生物

多样性保护不光包括动物保护，包括环境保护，包括基因和遗传学问题，当然也

包括沙漠、河流、海洋等等，这些议题都是属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议题。现在，

这些知识已经逐渐的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所了解，但是从根本上我们对它的理

解还是很不够的。

绿色发展，大家也大概知道一些，它是我们整个社会包括人类在内的可持续

发展，不仅包括气候和生态问题，还包括循环经济，以及现代企业以及世界各国

发展的新方向，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中国绿发会的全称是中国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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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同时是全国一级学会，研究领域包括生态文明、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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