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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态文明纳入核心价值体系
从狭义来看，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都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体系的核心要素，
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从广义来看，生态文明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文明形态，
其中必然包含与
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内容。
潘家华

出的经济效益和人类社会体系制度
规范完善运行平稳的社会效率；和

生态文明作为执政党决策时的
一个明确的理论概念最早见于中国

谐，就是要谋求人与自然、人与人、

生态文明具有统领性和整体性。

生态文明建设的
两点启示

任何社会文明形态，
都是一定社
会发展阶段的物质与精神成果总和，

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而十八大对于

人与社会的公平和谐以及生产与消
费、经济与社会、城乡和地区之间的

生态文明的表述则使其内涵上了一

协调发展；人文发展，就是要追求具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两点启示：

适应的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和政治文

个新台阶——
— 生态文明 建设 是涉及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

有品质、品位、健康、尊严的崇高人

第一，
生态文明建设要
“扬弃”
工
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要全盘

明。

战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

抛弃工业文明，
而是要继承和发展工

标 等 将 融 入 和 全 面 贯 穿 到 经 济 、政

生态文明的手段，和谐是生态文明
的保障，人文发展是生态文明的终

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全面，
而这些内容
并不是零散的、互不关联的，而是一

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

极目的。

程。至此，理论界和决策层已经形成
共识，即生态文明代表人类社会未来
的发展方向。

生态文明的核心要素

格。公正是生态文明的基础，
效率是

社会文明形态的形成、
发育和演
替过程是渐进。人类社会每一个阶
段，常常有几种文明交叉重叠。但
是，在社会的一定阶段，总有一种文

上述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
对于

业文明的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
吸收
工业文明中某些制度和机制的
“合理

个整体。但是，
生态文明的整体性更
多的涵盖了自然生态的内容，
将生态

第二，利用生态文明改造、提升
工业化。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
开展
生态文明建设，
并不是要终止或废除

次要地位。

工业化。由于文明发育是一个进程，
文明形态具有兼容和重叠特性，
生态

工业文明脱胎于农业文明，
随着

分。狭义的生态文明是指人与自然

不仅如此，在任何文明形态下，

内核”
，
摈弃工业文明的价值观，
改进
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明形态起着主导作用，其它形态居

生态文明应有广义与狭义之

都具有统领地位和整体性特征。超越
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
必须有与之相

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并列，具有同
等地位；
而工业文明只是将自然系统
当做被利用被改造的对象。
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不一样，
具
有多元和包容性。生态文明并不是对
王利博制图

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简单否定，
而

科技进步和生产工具的巨大改进，
以
化石能源为动力的工业革命，
提升了

文明建设并不是要等到工业化完成

关系 上 的 一 种 道德 伦 理 与 行 为准
则，它把人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一员，

之后才能启动生态文明建设。相反，

是一种改造和提升，
包容吸纳了农业
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科学内容。生态文

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社会财

要尽早形成生态文明的价值观，
改进

明强调和谐绿色，尊重自然，不仅是

在观念上，人要尊重自然，公平对待

富，
并从根本上变革了农业文明的文

自然；在行为上，人的一切活动要充

化形态，
实现了社会的重大转型。经

生产生活方式，防范工业文明的弊
端，
避免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陷于不

分尊重自然规律，寻求人与自然的

济、
政治、
文化、
社会结构和人的生存
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以技

可持续的境地。

术创新为引领、以征服自然、获取资

了与其他文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狭

包括尊重自然、与自然同存共荣的

源、高额消费相应的生产方式、生活

价值观，也包括在这种价值观指导

方式和社会制度结构为特征的工业

义来看，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
文明、政治文明并列，都是社会主义

在实践层面，
生态文明建设有如
下重点领域:第一，通过加强生态文

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强以提高生态效

下形成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

文明，成为工业社会的主导文明形
态。

现代文明体系的核心要素，
它们之间

明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清新的空

率为核心的自主创新能力，
在清洁能

优化产业合理布局，
加强区域间生态

相辅相成，
不可偏废。

气、
洁净的水质、
肥沃的土地、优美的

经济联系；推行生态定价，实施生态

从广义来看，
生态文明是一种价
值观，是一种社会文明形态，其中必

环境；增强发展协调性、推动实现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强化生态民主建

源、
循环经济和环境保护技术和产业
上形成核心竞争力，
引领国际技术发
展潮流。

机制。
最后，强化生态文化建设，倡导

协调发展。广义的生态文明是一种
超越工业文明的社会文明形态，既

在十七大之后，
生态文明被赋予

术、
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

保障水资源、国土资源、矿产资源供
给安全；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强化

自然生态的可持续，
也是经济社会发

新的产业和科技革命浪潮已经到来，
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环

展的可持续。

境污染为核心的生态效率，
将是未来

生态文明建设五大重点

环境治理，
保障环境安全。

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要构建结构

同时，贯彻生态公正原则，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
调整收入分配。保障

优化、
生态高效、
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
的产业体系，开拓生态型新兴产业，

态福利和生态义务，
推动区域协调发

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
国际竞争力和

生态公正，使人民享有生态民主、
生
展，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要优化落实
生态功能区划，突出区域生态特色，

进、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文全面发

然而，功利主义和拜物教价值

展、社会持续繁荣”等社会的一切物

观，
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的非循环

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

的生产方式以及奢华浪费的消费方
式，使工业文明陷于了环境污染、
生

然包含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
精神

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

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内容。生态文明既

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加强生态文化建

非传统安全。以能源安全、
资源安全、

理性消费，
增强国家软实力。要倡导

态退化的另一个“必然王国”
，
工业文

包含生态经济、
绿色循环科技及其工

设，提高全民族生态文明素质，推动

生态伦理，普及生态意识，将生态意

明难以为继，
生态文明的发育成为必

具、手段和成果、生态福利等物质文
明的内容，也包含生态公正、生态义

人文全面发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实现生态公正，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环境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
已经上升为国家安全的主要方面，
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是保障国家安全的
有力措施。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发

观念，
形成关注生态、
保护生态、
理性
消费的风潮；丰富生态文化建设内

生态文明的核心要素是公正、
高
效、
和谐和人文发展。
公正，
就是要尊重自然权益实现

再者，加强生态安全，保障国家

补偿，
建立能反映生态稀缺性的市场

识上升为民族意识、
主流思潮和时尚

生态公正，
保障人的权益实现社会公

然。通过反思工业文明的弊端，
摈弃

正；高效，就是要寻求自然生态系统

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和改进工业文明
的生产生活方式，
才能使人类进入到

务、生态意识、法律、制度、政策等精

缩小贫富差距、
推动区域平衡发展。

神文明的内容，还包含生态民主等

其次，努力提高生态效率，增强

展可再生能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涵，
构建系统的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

生态文明的
“自由王国”
。

政治文明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看，

国家经济技术竞争力。以清洁能源技

发展循环经济，推行资源综合利用，

体系。

具有平衡和生产力的生态效率、
经济
生产系统具有低投入、无污染、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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