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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环境伦理与生态公民

周国文，孙叶林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国家公园是一种新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地位显著。新时代环境伦理是国家公园生

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规范，把握新时代环境伦理的生态公民是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的正能量群体。从国家公园和环境

伦理的内涵入手，剖析新时代环境伦理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推动作用，解读培养生态公民作为国家公园建设的主体

意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这也为我国更好地建设国家公园提供了不同角度的思考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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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parks  are  one  of  the  new types  of  nature  reserves,  and  they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China ’s  nature  reserves  system.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the  new  era  is  the  fundamental  norm  for  the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national parks. Ecological citizens who master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the new era are positive energy groups that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parks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riv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the new era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and interprets the cultivation of
ecological  citizens as the main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It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It  also  provides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ecological
thinking and cognition for the better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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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发展最重要的前提条

件，也是社会发展得以稳定的基本前提。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1]
，并指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要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推

进绿色发展。国家公园建设是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

重要举措，在我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地位显著。

国家公园的建设，为推进美丽中国的建设及中华民

族的永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从环境伦理的哲学

视角探讨国家公园与环境伦理之间的关联，须将培

养生态公民作为国家公园建设的主体，并把这一思

路引入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互动关系上，以期为新

时代的国家公园建设培养合格的主体人群。从国家

公园的环境伦理到致力于培养生态公民，这为人类

理性认识自然，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借鉴。正如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说，我们只有将

人与自然、物质和精神关系处理得当，人类才会实

现真正意义上“诗意地栖居”。

一、国家公园与环境伦理的内涵

从环境伦理层面对国家公园建设进行思考，首

先我们需要从概念上厘清什么是国家公园、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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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

（一）国家公园的概念及蕴涵

国家公园一词始于美国，是一种比较广泛和可

以合理地维护和管理自然文化遗产的工具。美国艺

术大师乔治·卡特林 1832 年最先明确提出“国家公

园”一词，认为国家公园是“政府部门根据一些环保

政策开设一个大的生态公园，里面包含人、猛兽，全

部的一切都处于原生状态，反映着大自然的美”[2]
。

全球生态保护同盟界定的国家公园指：为当代人和

子孙后代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生态系统；清除一切有

损保护的开发设计和占用；提升精神实质、科学研

究、文化教育及参观考察的基地，是一种用于生态

系统保护和供人游乐的保护地。我国政府从 21 世

纪初始，就致力于从体制机制上探讨国家公园建

设。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建立国家

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

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

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

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3]
。

现阶段，国际社会尚没有对国家公园的统一界

定，这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历史人文传统和地理环境

存在差异，并且国家公园理念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

和演变。因此，世界各国在依托国家公园基本精神

实质的前提条件下，根据自身自然资源条件和整体

国情，开展不一样的实践建设。虽然世界各国对国

家公园的界定不一样，但在特征上趋于一致，一是

景观破坏少，保留了原始性；二是面积大，有些甚至

几千平方千米。且国家公园还有其内在属性，包括

国家性、公共性、精神性和多元性
[4]
。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建设美丽中国”提到了国

家战略层面。“美丽中国”是指“使老百姓呼吸上新

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安全的食物、栖息在

优美的环境中、真实地感觉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美好

环境效应，让中国大地更绿、山更青、环境更舒适，

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5]
。而国家公园的蕴涵旨在构

建生态安全屏障，维护生物多样性，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确保国家的重要生态资源

由全民共享并世代传承，以自然生态和人居环境的

适度融合建设美丽中国。可见，在建设美好、稳定与

和谐的人居环境这个点上，国家公园建设的宗旨与

“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是一致的，都要求一种与环

境相适应的伦理，在处理好人与自然界和谐共生之

关系上发挥作用。

（二）环境伦理概念和规范

1. 环境伦理概念

环境伦理是环境伦理学的基本概念，也是国家

公园建设的核心道德观念。环境伦理学也称为生态

伦理学，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它倡导从伦

理学的角度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20 世纪 70 年

代末，环境伦理学这个概念才开始在我国出现，它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界定为一种道德关系，倡导用道

德调节的方式来融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6]
。

着眼于国家公园建设的内在价值形塑，环境伦

理就是人类解决自身与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绿

水、青山等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各种伦理道德规

范。其一般指人类在开展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实践活

动时所形成的道德伦理层面的关系和协调原则。人

类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之中涵盖

着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的关

系，传递的是特定的价值关系与伦理理念。正如余

谋昌所说的：“在道德的规范下，人们会从哲学高度

进行人类与自然两者关系的反省，对自然环境及各

种动植物都肩负其相应的责任，并有效控制对自然

环境的行为。”[7]

2. 环境伦理规范

环境伦理规范是环境伦理的价值细化和准则化

落实。国家公园建设在观念体系与价值准则上都需

要环境伦理规范的支撑和约束。面向国家公园建设

的环境伦理规范是人、环境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道德

准则和行为规范。它涵盖了一系列道德规范：首先

是尊重自然、热爱自然，还要敬畏自然，对自然的敬

畏就是对生命的敬畏；其次要爱护动物、保护植物，

自觉维护生态平衡，要意识到人和其他生物是共同

体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保护其他物种的生命

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生命；再次是坚持绿色发展，利

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发展生产，减少对环境

的破坏；最后是崇尚节俭，理性消费，不盲目跟风

消费，养成环保的习惯，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理念
[8]
。

（三）国家公园与环境伦理关系

首先，从环境伦理史角度来看，国家公园是人类

环境伦理思想的一种实践。环境伦理史于 20 世纪

晚期兴起于西方，它是探索人类与自然发展的伦理

关系的历史。随着人类的发展，全球环境发生了变

化，人类要想长期生存，必须思考如何更好地与环

境相处，必须思考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国

家公园就是人类在这种不断思考与环境相处的历史

过程中探索出的一种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

家公园与环境伦理在其历史源流上有着本质的密切

联系。

其次，从国家公园在国际上的发展历程来看，国

家公园与环境伦理关系较为深远。美国、加拿大、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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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地国家公园发展历史较为

悠久，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诞生于美国。1872 年，

美国西进运动鼓励大肆砍伐植被、猎杀动物征服自

然，使环境被严重破坏。建设国家公园正是为了遏

止这种野蛮的开发行为，这时人类已经意识到要保

护生态平衡。1916 年美国颁布《国家公园组织法》，

确立了“生态保护第一”的理念，这一理念预示着国

家公园建设必须要呈现保护生态的人文关怀。随着

国家公园的增多，各国的国家公园建设都进行了有

本国特色的探索。但是，不管怎么探索，在整个国家

公园的发展过程中，热爱大自然、与自然为友、爱惜

动植物、保护生态平衡等一系列的伦理规范始终是

国家公园建设默认的道德基准。

总而言之，国家公园建设的环境伦理作为新时

代环境哲学的一部分，不仅要科学地解释自然世界

的生态规律和生命活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指导

人类实践活动并改造人化世界。环境伦理及其规范

是一种以敬畏自然为理念的绿色哲学。但是，哲学

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用理念来指导实践
[9]
。因此，

在保护环境、热爱自然、建设国家公园时，应全面解

读新时期的环境伦理及规范，并将其与国家公园建

设实践紧密结合，时刻做到将尊重自然、保护生态

和建设人类家园的道德秩序与价值理念和谐融入国

家公园建设中。

二、新时代的环境伦理促进

国家公园建设

新时代环境伦理是在继承了环境伦理主张以道

德调节的方式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为应

对当代世界生态危机和绿色革命，在新时代大背景

下产生的新型环境伦理。它针对的是新的绿色发展

大趋势下的环境问题，更具有前瞻性、时效性。

（一）新时代环境伦理是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建

设的根本规范

新时代的环境伦理强调在整体上调节人与环境

之间的关系，是对任何生命形态怀有尊重、追求生

态和谐的一种规范准则。它是建立在生态自然观基

础之上的观念，呼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它是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国家公园建设

的根本规范。

首先，国家公园作为自然场域的典范，是一种自

然界中环境保护的空间构建。自然环境是人们的基

础生存空间，伦理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价值准

则。国家公园、自然环境与人是紧密相连的，没有人

生存的地方，就无所谓环境，但是有环境的地方，并

不是只有人，而国家公园是适度人化自然的场域，

它建构了一个把人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

其次，国家公园建设的自然环境伦理，是人类同

其他生命之间生存时空相互影响、相互关系的道德

准则；新时代环境伦理也正是国家公园建设中人类

正确融入大自然的行为规范。保护生态环境更自

觉、更自然的力量基于伦理，来自人们对国家公园

这种适度人化自然环境内涵的深刻把握，更来自人

类对环境伦理价值的真正体悟。

最后，立足新时代的环境伦理是正在深化其内

涵及属性的环境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国家公园

为空间界域，来分析人与自然界之丰厚博大的关

系，更细致、深入和结构化地挖掘国家公园的内涵

体系。从人与山川、动物、草原、河流、海洋等的关系

到人与城市、农村、公园、房屋等的关系，国家公园

的环境哲学不能缺乏环境伦理的支持。在一个更具

全景结构的观念体系中，国家公园所蕴含的环境哲

学富有张力地包容了多元价值的环境伦理，并有力

地促进了其内在增长，形成了环境哲学更明显的时

代性、创新性与世界性。

（二）新时代环境伦理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道

德遵循

新时代环境伦理是应对当代世界生态危机和绿

色革命的产物，它的本质是在强调生态共同体的意

义上珍视生命、尊重自然，以辩证平衡的态度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新时代建设国家公园的背景

下，人们不断提升的环境伦理思想必将成为其重要

的参考指标。环境伦理可以引导人类更深刻地把握

人与自然和社会这一有机整体的关系。以此为基

础，当我们在道德实践中将对环境问题的道德认

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转化为内在意识时，就形

成了真正的生态环境责任意识。这种生态环境责任

意识，是生态文明意识的重要支撑点，既强调人的

发展，也强调对自然的保护；既满足了当代人的生存

需求，又兼顾了子孙后代的发展需要。把新时代环

境伦理意识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中，并有机地融入国

家公园建设中，这是环境伦理学发展及其应用的大

势所趋。

马克思提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

的存在”，明确了自然界与人的辩证关系，只有在以

自然界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中，自然才成其为自然，

也只有在自然界中人才成其为人
[10]

。这表明，人类

在改造自然时必须认识到人来源于自然界，人的生

产生活必须依靠自然界，要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

怀有基本的道德规范遵循。新时代环境伦理为国家

公园建设提供了道德规范遵循，这就要求在建设国

家公园时：一是要合理利用资源与坚决保护资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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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对资源造成破坏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环境需求的愿望；二是要积极引导公民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鼓励人民群众养成健康的生活

方式，时刻谨记保护环境是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义务

和责任；三是要把当代人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

结合起来，保证生态环境能够永续发展。总而言之，

要处理好环境发展与人类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助

力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

三、培养生态公民作为国家公园

建设的主体

生态公民是指具有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

文明观念且积极促进整个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

公民。它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践行者，是社会

生活中与地球自然环境发生紧密联系的存在者，是

修复生态世界中一个亲近自然的能动者
[11]

。培养生

态公民是 21 世纪以来国家公园建设的时代所需。

（一）国家公园建设中生态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新时代的环境伦理可以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精

神坐标，而生态公民是新时代环境伦理的基础人

群。生态与公民概念的结合，主要表达一种以多重

自然关系为核心的世界观，重新审视地球生态系统

中不同关系范畴之间的基本权利分配与义务承担。

生态公民的自然权利和环境义务是有所区别又

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生态公民的自然权利是指公

民生存在整个大自然的时空界域当中，可以享受舒

适的大自然环境，以及可以合理地使用自然资源来

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权利。国家公园不仅为自

然界的非人动植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也为普通公

民开放了部分自然生态环境。这个环境给每个人提

供了安全、舒适、宁静、优美的环境资源，但同时也

限制了公民个体的自由和欲望。它要求每个人积极

履行对环境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这个义务就是生

态公民的环境义务，即公民对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

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

务
[12]

。只有当每一个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履行好

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公园这个自然生态环

境才能长久维持，社会共同体的公民成员才能持续

从自然生态的稳定状态中受益。

对每一个生态公民而言，国家公园建设的环境

保护并不是国家和政府强迫才应该去做的一件事

情，而是每个人都应尽到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在国

家公园建设中，生态公民应改变原来的人类中心主

义观念，提升自我的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意识。

政府与社会应保障公民在环境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这也是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公园建设的基

本要求。

（二）生态公民是促进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必

然主体

国家公园是人类节制的足迹适度迈向良好自然

生态圈的保护性场域。生态是自然的原始状态及自

然规律的反映。公民是具有自主性的主体，能够在

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行使参与管理的权利，

也能够承担接受管理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公园建设

背景下，生态公民是有生态信仰操守、环保信念理

想的人员群体。生态公民在国家公园的界域中深受

自然的启发，并且领悟自我节制行动的必要。他们

是在环境保护中承担主体责任和义务的必然主体，

也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人群，更是促进

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的国家公园建设的主力担当。

在培育生态公民时，要积极营造国家公园建设

之环境保护的社会风气，提升公民保护环境的积极

性，促进公民的生态信仰，让广大公民切身参与到

国家公园的生态文明建设之中，让“个人”的生态意

识提升与“集体”的生态文明发展并驾齐驱，建设美

丽中国
[13]

。

（三）生态公民是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的正能量

群体

新时代环境伦理不仅是生态公民的基本遵从，

也是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规范。新时代的

环境伦理是一种真正充满活力的伦理体系，是人类

永续发展的道德支撑。它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

准则规范和系统理念。新时代环境伦理的普及要以

国家公园为载体，进行实地化的自然教育，让环境

伦理有效地贴近我们的生产生活，要真正从欣赏和

理解国家公园的概念和实践的细节中诠释环境伦理

的价值
[14]

。

把握环境伦理的生态公民能够积极推动美丽中

国暨绿色地球的建设，他们是在稳健推进中国国家

公园建设时需要重视的正能量群体。通过对生态公

民身份的尊重和认可，可以有效地嘉许那些致力于

对我国和世界各地国家公园进行建设性保护的有识

之士。因为在全球范围内绿水青山的净化、纯化和

美化离不开那些有着民族本根情怀又不回避他们普

世性价值观的生态公民，需要肯定他们在保护中国

甚至是世界各个经典国家公园的历史进程中的责任

担当与持续努力。

（四）国家公园建设大背景下的生态公民培养

在国家公园建设的大背景下，培养生态公民作

为国家公园建设的主体是必然选择。生态公民不是

自发产生或自动形成的，它需要政府和社会在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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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互动中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培养。

首先，要坚持正确生态价值观念的宣传引导，培

养公民环境伦理的道德意识。公民环境伦理的道德

意识是人与自然界打交道应该遵循的良好品德，有

环境伦理道德的生态公民将是国家公园建设的主力

支撑。其次，要进行环境教育，鼓励公民参与生态实

践，例如在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应充分推动公民

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设计、场景搭建、路标规划、

宣传文案等工作中来，让公民投身于国家公园建设

的生态实践之中。最后，政府要在发挥公民自觉、自

发力量的基础上加强新时代生态环境法规政策建

设，进一步完善系统联动的国家公园建设法律政策

体制机制，保障公民在国家公园建设过程的环境知

情权，让生态公民更好地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环境

监督和环境治理，通过生动的实践与场景呈现，动

员社会全体公民一起努力，共建共享美丽中国的国

家公园。

培养知行合一的生态公民是国家公园建设中新

时代环境伦理的应然要求。人决定着国家公园建设

的成败，而人的环保意识和正确实践决定着其建设

的成效。所以，提高和完善公民的自然意识，塑造公

民的环境价值观，引导公民的生态行动，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希望寄托在生态公民数量的持

续增长和生态公民素质的提高上。具有家国情怀和

生态意识的生态公民，不但是中国构建生态和谐社

会的主体力量，更是保证在不确定的世界环境变迁

下，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走上正轨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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