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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关

心的重大问题之一,而各种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活

动的声音也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有重要位置。 生态

文明建设已经深入中国人民的人心。 这不能不说是

中国当代社会的突出亮点之一。

一、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追溯生态文明思想的

形成与发展,我认为有 3 个重要的源头。 一个是我

国古代以老庄为主的先哲们倡导的“天人合一冶思

想,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思想的

朴素表达。 第二个源头当是联合国 1992 年环境和

发展里约大会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冶理念,这个观

念集中反映了世界上一大批先进思想家在总结了连

续二三百年工业社会发展伤害自然和污染环境所得

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思想精华。 第三个源头应该是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在如何应对环境与发展问题

上积累的正确思想和行动。 从毛泽东同志在 20 世

纪 50 年代倡导并提出的“绿化中国冶 “实现大地园

林化冶号召,到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年代,推出长

达 70 年的“三北冶防护林建设规划蓝图及随后的一

系列生态建设工程的出台,再到 21 世纪初期党和国

家几届领导人在学习吸收了世界上先进的可持续发

展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依次提出的建设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冶的两型社会,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总书记以他一切为了人民的胸怀,以他

的高瞻远瞩和睿智,吸收了古今中外先进的思想为

营养,提出并不断发展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思

想。 他的将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千年大计冶,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主要支柱的定

位;他的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
且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各项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

程的论述;他的“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的比喻和判断,得到了全

国人民的拥护和国际上的广泛认同。 生态文明建设

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两个并行互补的概念。 我认

为习近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比可持续发展思想站

位更高,意境更远。 而且,由于把它列入了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中,更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所以在国

际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思

想的升级版。 这一点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已看得很

清楚,我想,对“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

来说,道理也是相通的。

二、生态保护和修复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

摇 摇 在当代中国的环境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是

很宽广的。 既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同时它也要覆盖到全部国土和海洋范围。 要从生态

文明的视角来建立国土空间(含海洋)开发和保护

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它必须渗透到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全过程,推进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它还必须渗入到文

化、生活、消费多个领域,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消

费和低碳生活方式。 如果狭义地从生态文明建设本

身需要从事的工作任务来看,我认为主要有三大方

面,即合理节约利用自然资源、积极保护和修复(建
设)自然生态和认真扎实保护环境,也就是资源节

约、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可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三

大支柱。
我把保护生态环境有意识地拆解为自然生态的

保护和修复,以及以污染防治为主体的环境保护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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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因为这两部分之间虽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但各

有其不同的理论基础、方法论和实施途径。 自然生

态的保护和修复是以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分不同

领域和层次)的科学认知为基础,是以自然力为主

要动力,以各种生物类群为主要对象,采用顺应自然

的人为干预为主要方法,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

相结合的途径来达到保护、修复乃至重建新建的目

标。 这与以防治污染为主要任务的那部分环境保护

不同,后者是以水、大气、土壤系统中的人为污染物

为主要对象,在污染排放源头上、过程中及排放后采

取以物理的和化学的主要手段进行防治的事业。 生

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当然,广
义的环境保护也可以包括生态修复,但这只是行政

上的职责划分,在实施层面还是要分两块来分别进

行的。 这就是我认为生态保护和修复(建设)是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支柱之一的主要论点。

三、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

摇 摇 生态治理活动需要在自然生态系统(森林、草
原、荒漠、湿地、海洋、冰川等)、人工生态系统(农
田、城镇、交通、厂矿及其废弃地)以及高层次(大尺

度)生态系统(景观、区域、流域、全球生物圈)三大

对象群中进行。 我过去为此写过论文,做过演讲,在
这里只列表作参考,就不再详述了(见附表 1 ~ 3)。
由表中可见生态治理行动因保护的程度、对象的特

性及组合的结构的不同,可以有生态保护、生态保

育、生态修复、生态重建和新建,人工生态系统的改

良和修复,区域或流域系统的生态保护、改良和修复

(如水土保持和荒漠化防治等)多种内容。 我曾建

议用生态保护和建设来作为涵盖所有这些内容的总

称,也有人不同意使用建设这两个字,那么也可以用

生态保护和修复来涵盖。 修复这两个字国外不大

用,可以译为 remediation,也有用 restoration 来表达,
都不很确切。 看来我国作为一个地球上采取生态治

理行动最广泛的国家,需要创造自己的生态话语体

系,专家们可共同商量定下来。
生态保护和修复,首先是保护,而且保护要贯彻

到所有生态治理行动中去,也就是所有生态治理都

要以生态保护为前提。 生态保护工作,首先要确定

保护的对象、性质和范围,就是要建立生态保护地的

体系。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建立生态保护地的历史

起步较晚,1956 年才建立了第一个保护区广东鼎湖

山自然保护区。 这项事业在改革开放年代发展很

块。 各个主管部门分别建立了自然保护区、自然保

护小区、风景名胜区、水源涵养地、森林公国、湿地公

园、草原公园、沙漠公园、海洋公园、地质公园、自然

与人文遗产保护地等多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 1 万多

个,占国土面积 18%以上。 此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有教训。 我认为现有

中国的自然保护地设置存在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方

面是缺乏统一规划,重复遗漏,多头分治,管理不够

有效,法制也不够健全;另一方面是整个体系中缺乏

国家公园这样的核心主体。 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将在

我国新一轮的行动中,在体现国家意志重建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大行动中,逐步

得到解决。 这将进一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思想和体制的优越性。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需要依据

我国国情和特色,建立一个简明有效、层次分明,既
能保障国家统一意志的贯彻,又能发挥地方、社会和

社区积极性的体系结构。 在这个自然保护地体系

中,国家公园处于主体地位。

四、依据中国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国家公园

摇 摇 在长达数百年的推进工业文明的年代里,由于

不合理的人为活动而造成的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甚
至出现全球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已经为人类敲

响了警钟。 在中国,虽然早有先哲们的“天人合一冶
等自然观的昭示,但可惜未能导入到大规模的社会

行动中去。 西方发达国家在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持

下,在生态觉醒和环境保护的认识和行动上先走了

一步,像国家公园等这样的生态保育新生事物首先

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出现,这并

不是偶然的。 他们的先进理念和先进经验,值得我

们学习,我们必须虚心地、认真地想法子学到手。
但是必须看到,我们虽然曾处于后进的地位,但

由于我们有“一切为了人民冶的政治观以及“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冶的自然观,我们在理念上有可能更快

超越。 习近平同志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在吸收了中

国古代及西方现代先进思想的基础上,已经做出了

超越式的发展,他的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
位一体冶总体布局的思想,已经在世界上起到了引

领作用。 在这样的先进理念引领下,加上中国 40 年

改革开放已经积累的人力、财力、物力基本盘,再加

上中国的现行制度体制所赋予的强大的执行能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领域也

能迎头赶上,作出超水平的发挥。
任务已经落到当代的中年和青年两代人身上

了,这个任务是复杂的、艰巨的。 作为老一代人,我
只能从我们的理解水平上提出一些想法,希望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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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任务能顺利完

成,少走弯路。 我的忠告主要是深入细致研究中国

自然生态的格局和内涵,在坚持自然保护主要的理

念和原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按照中国国情去理

清思路,审慎决策,把事情办好。 我强调“实事求

是冶“中国国情冶,因为我们现在在中国办这件大事,
和西方国家当年在办这件事时的自然、历史和文化

背景有很大差异。 像美国在建立黄石公园时,可以

在一个本来就人口稀少的西部山林原野上,依靠军

队的力量把少量土著人赶迁出去后,从容地建立。
我们现在要建的国家公园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差很

大,不是任意划个红线、画个圈圈就能解决问题的。
另外,我们和一些欧洲国家在面积相对不大、自然背

景较为单一的条件下搞自然保护地建设也有很大不

同。 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国情特色至少有三大

方面。
一是中国的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包括气候、水

文、地质地貌、物种)多样,甚至超过了美国,更不用

说加拿大和欧洲国家了。 巴西的生物多样性比中国

丰富,但在其他自然环境方面就不如中国多样。 这

就要求建设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的覆盖面要广,
形式和内容应该更为多样。

二是中国的人口众多,且有久远的历史文化,对
自然生态的开发变化性大,人口分布也广。 需要生

态保护的区域大多有人居住,少数民族占有相当大

的比重,有时人数还不少,而且已经繁衍多年,根植

于当地。
三是中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必须照顾好保护地区

的原住居民的利益,包括经济收入、社会结构、风俗

习惯、文教要求等,既不能一迁了之,又不能任其继

续处于经济和文教的贫困状态。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生态保护和原住居民生存

发展之间的矛盾统一是一个始终要认真研究和处理

的重大课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使“绿
水青山冶和“金山银山冶能够兼得,是要因地制宜,多
种途径去综合解决的。 我们既不能把国家公园当作

一般公园那样去过度开发游憩旅游资源,也不能采

用极端的环境主义的态度去对待,绝对化的保护也

是行不通的。 为此,我认为在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

指导下,必须贯彻“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冶这个大方

面,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审慎对待。
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分上,不要过度追求数量目

标,指标不是越高越好,而要实事求是考虑生态保护

的必要性、紧迫性,比如如何有利于解决原住居民的

民生需求,如何便于管理监测。
各种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布局和大小,国家

公园内功能区的设置和区划,都要遵照实事求是的

原则,要有弹性和特色。 建国家公园不能只有黄石

公园、班夫公园一种模式,而是可以有多重模式,规
模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保护的严格程度可以有等级

差异,实际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国家公园也是有

多种模式的。
要允许有一些对生态保护无害也可以相容的生

产经营活动。 绝对的保护地(相当于原自然保护区

的核心区)只适于有限范围,有些原有的小规模的

生产经营活动本身就与生态保护没有多少关系,如
果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减少其对自然的干扰,效果可

能更好。 大自然自身的生长演替也是在不断的干扰

下(风、火、病、虫害等生物因素)进行的,大自然恢

复自有其生态弹性。 人类,本来也是这个自然生态

系统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是人太多了,干扰太猛了,
才成为祸害。 如能限制人的活动数量,又使其活动

在科学技术指导下尽量减少其干扰影响,人和自然

和谐共生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谈这些都是我的一面之词,当否仅供参考。

我主要的愿望是这个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体

系建设进行得更顺利些,实事求是、少走弯路、试点

开道、稳扎稳打。 我还希望各个有关方面,从中央到

地方各个部门之间本着国家和人民利益团结合作,
把事情办好。 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人民文化水平

的不断提高,一个更加完善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

地体系,必将呈现在我们眼前。

附表:

1郾 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治理活动类型

退化程度摇 摇 自然生态系统(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河湖水域、海洋)的生态治理活动类型

原始的或近于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
在自然保护区( natural reserves)及各类保护地( protected areas)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biodiversity
preservation)和自然生态系统保护(natural ecosystem preservation )

轻微退化的自然生态系统 生态保育(ecological conservation),在生态保护的同时采取抚育和促进更新等培育措施

严重退化的自然生态系统
生态修复(ecological remediation or rehabilitation),在生态保育同时采取较强度的改造措施( recon鄄
struction)以改变植被的优势种组成和群落结构,并改善系统的水文鄄土壤条件

自然生态系统完全被破坏和消失
重建(restoration),模仿原有的生态系统或新建(new establishment)一个既能适应改变了的生态条

件又能满足人类需求目标的生态系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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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郾 人工生态系统的生态治理活动类型

摇 摇 摇 人工生态系统类型 人工生态系统的生态治理活动类型

农耕地及人工牧场

土壤修复(soil remediation and amelioration),防护林体系建设(establishment of shelterbelt system),
退耕还林、还草、还湿(conversion of farmland to forest,grassland or wetland),农林复合经营(agrofor鄄
estry),生态循环农业(ecological circulative agriculture)

城镇地区
城镇植树造林及城市林业(urban forestry)、风景园林建设( landscape architecture)(包括庭院绿化

及垂直绿化)、人工垦复的海岸滩地的生态建设

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

废弃或坍塌矿区修复(mine site remediation),厂矿污染用地的修复( brownfield restoration),厂区

绿化(greening of industrial site),道路、管道、高压线路建设损伤地区的修复(infrestructure damaged
site remediation),水库岸修复(shoreline rehabilitation)

3郾 高层次生态系统的生态治理活动类型

摇 生态系统的层次和规模 高层次生态系统的生态治理活动类型

生态景观 土地利用规划(land use planning),调整景观内各生态系统的大小和类型分布,使之更为和谐健康

中小流域治理
在土地合理利用(rational land use)基础上对各生态系统进行保育( conservation)、修复( remedia鄄
tion)乃至新建(new establishment)林草植被

区域(江河流域或山系)治理
宏观的土地利用调控(land use regulation),各生态系统的保育、修复或新建,机构设置,政策调控

及经费安排(institutional, policy and financial measures)

地球生物圈
以上各项措施的总和加上更加强调生物多样性保护(biodiversity preservation)和碳汇扩增(carbon
sink expansion)

摇 摇 注:本文是沈国舫院士根据其在 2018 年敦煌国际论坛及昆明国家公园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或与其他出版物有部分内容重复。

(责任编辑摇 何晓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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