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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
内涵及其内在逻辑

周宏春　戴铁军

摘 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源于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特别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以 “五大体系”为主体，以 “六大原

则”和 “八个坚持”为建设原则，以 “五大任务”为重点工作，是马克思

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学说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的科学发展观、绿

色发展观，以其内在逻辑和理念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

影响。系统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内涵及其内在逻辑，有助于我

们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并用以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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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特别是生态环

境保护的历史进程；正是有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大力推动，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才能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系统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形成、内涵及其内在逻辑，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并用

以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

一、生态文明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国内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研究主要分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以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为主线，隐含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 “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

３



晶”，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的精神；二是以习近平同志的成长和认识深化过程

为主线，隐含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行为主体作用。

（一）学者研究为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做了理论铺垫

周宏春等在 《中国生态文明：从理论探索到试点示范建设》一文中，系统总结

了生态文明的理论形成 （周宏春、江晓军，２０２０）。生态文明，是生态与文明的组合
词。生态，原来是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现已成为日常词汇，例如政治生态、产业生

态、银行生态等。文明，是人类发展的成果。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 《历

史研究》中，将思考人类历史和未来命运的基本单位看作是文明，还提出，“文明包

含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汤因比，

２０１６）。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伊林·费切尔在英文杂志 《宇宙》１９７８年第
３期发表 《人类生存的条件：论进步的辩证法》一文，阐述了黑格尔、马克思的先进

观念，较早使用了生态文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词，但未给出定义 （王希群，

２０１６）。
赵鑫珊认为 “只有当人与自然处在和平共生状态时，人类的幸福才有持久。没

有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不会是完善的” （赵鑫珊，１９８３）。前苏联环境
学者利皮茨基在 《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１９８４年第２期发表了社会主义
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途径的讨论文章。张捷在翻译该文并做介绍时写道，“生态

文明，不仅包括自然资源利用方法及其物质基础、工艺以及社会同自然相互作用的思

想，还包括这些问题与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马列主义理论科

学规范和要求的一致程度” （张捷，１９８５）。叶谦吉认为 “生态文明是人类既获利于

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

关系”，“生态文明的提出，使建设物质文明的活动成为改造自然、又保护自然的双

向运动。建设精神文明既要建立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又要建立人与自然的伙伴式关

系”（叶谦吉，２０１４）。刘思华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的同步协调发展”的观点 （刘思华，２００７）。邱耕田认为 “生态文明是人类

保护自然的实践活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邱耕田，１９９７）。刘宗超于１９９７年出版了
《生态文明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一书，对从 “地球表层信息增殖范型”到 “全

球生态文明观”，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到中国可持续发展探索，从生态文明战略性前

瞻到可持续发展实践进行了系统论述；２０００年还主持完成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九

五”规划重点项目 “生态文明与生态伦理的信息增值基础”（张孝德，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年起，潘岳在 《中国新闻周刊》等发表了一系列以生态文明为题的文章，讨论生态

文明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潘岳，２００６）。周宏春的 《生态文明十大关

系》一文，将生态文明若干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具体为：在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中的定位及其相互关系，生态文明内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生态文明建设途径及其相

互关系 （周宏春，２０１３）。
总体上看，国内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２０１２年是时间分界点：此前的文章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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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理论探讨的特点，而此后的文章大多带有对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的研究和解读

性质。鞠昌华认为，“自生态文明概念诞生以来，经过多年研究积累形成了综合性概

念体系；其中的两类主流概念：一类是从横向系统出发来解释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

明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形成的成果总和，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

等并列；另一类是从人类发展史出发，认为生态文明是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

文明相继的社会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阶段，是对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否定

之否定”（鞠昌华，２０１８）。
对国际期刊相关文章的分析发现，西方学者研究生态经济学以及利用市场机制保

护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生态文明的最初文章主要来自中国学者。近年来，国际生态经

济学会创始人小约翰·柯布 （ＪｏｈｎＢＣｏｂｂ，Ｊｒ）、赫尔曼·戴利 （ＨｅｒｍａｎＤａｌｙ）及
罗伯特·科斯坦萨 （Ｒｏｂｅｒｔ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学者，对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和实践大加推
崇。２０２０年９月２日，《人民日报》“国际论坛”栏目刊发了生态经济学者、美国国
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 《中国是我们的希望》的文章，点赞浙江丽水莲都

区和云南普洱的绿色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做法。他们还在不同期刊和国际会议

上介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扩大了中国生态文明的国际影响。

（二）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实践探索和认识升华

周宏春和江晓军 （２０１９）、黄承梁 （２０１９）等探讨了党的历代领导人对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探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

主题以及响彻大地的动员令”（黄承梁，２０１９）。实践是理论的先导，理论又反过来
指导实践。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把握社

会经济发展、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原则和目

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发展。

生态文明在中国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伴随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迈向现

代化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提出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植树造

林，绿化祖国”等伟大号召，拉开了大江大河水患根治和植树造林等国土整治工作

（孙金龙，２０２２）。１９７２年，中国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借鉴发达国
家环境污染的治理经验。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召开。１９７８年，
《宪法》增加了 “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条款。１９７９
年，《环境保护法 （试行）》提出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

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３２字方针。１９８３年，第二次全国环境
保护会议提出 “环境保护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１９９２年，中国提出 “中国环境与

发展十大对策”。１９９７年，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发展战略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此后
实施了跨世纪绿色工程，启动 “三河” （淮河、海河、辽河）、 “三湖”（滇池、太

湖、巢湖）等环境污染治理重大工程；持续推进 “三北”防护林体系、天然林保护

等重大生态保护建设工程 （孙金龙，２０２２）。
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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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发展道路。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５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
提出，“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０９）。① ２００４年，
胡锦涛同志在 《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自然界不能

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２００５年，胡锦涛同志指出，“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建设生态

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主

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

立” （汪晓东等，２０２１）。至此，我国生态文明的主要理念、原则和目标已经正式
提出。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伴随着中国发展与环保的历程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贯穿于习近平同志知青岁月和整个地方工作生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相关批示、科学论断，

数量之多、内涵之丰富、思想之深邃、体系之完整，前所未有；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报告和中央文件合为一体，以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的一致性。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孕育过程

习近平同志自梁家河知青岁月起，到主政河北正定，福建厦门、宁德、福州和全

省，以及主政浙江、上海，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长期实践和深入思

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定、厦门、宁

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中央

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２０１７）。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习近平同志在陕西梁家河插队时，就和群众一起打坝造田、

发展生产，解决群众 “吃上饭”的问题。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不仅自己积极劳

动，还带领广大社员治沟打坝、植树造林、大办沼气，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１９７４年７月，习近平同志 “取经”四川，在梁家河成功建成了陕西第一口沼气池，

解决了村民做饭、照明和施肥问题。梁家河这段经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资源

循环利用理论的重要基础。

在河北正定，习近平同志提出 “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理念。习近平同志

带领群众发展 “半城郊型经济”，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发展经济作物；进一步向荒滩

进军，“要发展好林业，利用好荒滩”，制定 《关于放宽发展林业的决定》。１９８５年，
习近平同志负责制订的 《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强调宁肯不要

钱，也要严格防止污染搬家、污染下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１４）。这也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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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的向环境污染宣战！

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在厦门，习近平同志强调，不能以破

坏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要着力整治乱砍滥伐树木、乱采沙石，推动
!"

湖

综合治理。在宁德，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把眼光放得远些，思路打得广些，要 “靠

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在福州，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 《福州市２０年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要求切实做好福州市城乡绿化和环境保护等工作；２００２年率
先提出了建设 “生态省”战略构想。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０日，习近平同志在三明市将乐县
常口村调研时提出， “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山区要画好 ‘山水画’，做好山水田

文章。”

浙江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习近平同志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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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０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
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提出 “八八战略”，涉及经济转型、区域协调发展、陆海统

筹、海洋生态文明、法治与人文、平安社会等事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

（周宏春，２０１８）。《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要求实施 “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以及污水、洪水、涝水、供水、节水 “五水共治”等，体现

了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的对系统论的应用自如。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５日，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安吉县进行 “农村民主与法治”考察，发

现该村虽有 “最富裕村”称号，群众生活却受到很大影响，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

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同

志在 《浙江日报》发表文章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不仅首次提出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论断，还科学回答了 “如果能够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

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也解

释清楚了环境就是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的道理之所在 （俞海等，２０１８；黄承梁，２０１９）。
在上海，习近平同志提出 “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把

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放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下大力气解决一些在环境保护方面的

突出问题。”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５日，《求是》刊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对推

动 “三农”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一文，提及习近平同志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２日在崇明调
研时指出，“建设崇明生态岛是上海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一个重大举措”，要 “建设成为水清气洁、林茂土净、环境宜人的生态岛屿”；８
月２９日，习近平同志在奉贤区调研时指出，上海 “具备了全面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条

件。城乡一体化并不是一样化、一律化，城还是城，乡还是乡，风貌还是不一样

的”；９月２７日，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市农村党的建设 “三级联创”活动工作会议上指

出，“广大农村地区是整个城市不可或缺的生态屏障，是城市的 ‘氧吧’和 ‘绿肺’，

这是其他任何产业不能替代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委农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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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２０１８）。这些认识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及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提供了重
要遵循和行动指南。

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同志的 “两山论”及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念和精辟论

断，经历了孕育、诞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修建的 “沼气

池”，将人畜粪便处理、大棚生产、农村能源供应连在一起，不仅是西北地区生态农业

“五配套”雏形，也与２０１７年批示的 “厕所革命”、补齐群众生活短板的 “公共卫生革

命”一脉相承。从正定的 “禁止污染转移”到福建闽江流域综合治理，从浙江安吉

“两山论”的提出、系统治理环境到上海城乡一体化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习近平同志每

上一个新的台阶，都伴随着人与自然观一级又一级的认识升华和思想飞跃。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和不断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以强烈的哲学思辨、炽热的民生情怀、坚定的历史担当和博大的全球视

野，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内涵本质、演变规律和历史使命等科

学思想，构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为主题的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

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生态文明贵阳
国际论坛２０１３年年会的贺信中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０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
中央政治局以建设海洋强国为主题的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必须把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５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正式出台，要求加快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２０１５年９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生态文明改革任务：到２０２０
年，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

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

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产权

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标志着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开始走向成型。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看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将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党章。在２０１８年３月全
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上，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地位也在２０１８年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上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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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邃内涵及其内在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体现在２０１８年５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提出的 “五大体系”、 “六项原则”和 “五大任务”之中；

２０１８年６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意见》发布，其中提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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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形成了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有力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

（一）“五大体系”、“六项原则”／“八个坚持”和 “五大任务”构成系统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８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生态文明体系
由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目标责任、制度体系和生态安全组成，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

做什么、谁来做和依据是什么等问题，从而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

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推动提供了理论基石。下面，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五大体系”、“六项原则”／“八个坚持”和 “五大任务”框架体系进行概述。

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要广泛开展生态文明宣传

教育和培训，使广大公众认识到生态环境是有价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提升生态价值

的过程，要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等理

念，大力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行动，倡导简约适度、绿

色低碳生活方式，并体现在全民的衣、食、住、行、游等日常生活中，推广绿色低碳

出行，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

加快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要优化经济结构、

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在生态设计、绿色供应链、科技创新等方面下大力

气，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健康持续发展。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

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革命，不断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量和污染物

排放强度。探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现途径；发展生态农业，保障食品

安全；发展森林旅游、林下经济、康养产业；加快矿区生态修复，建设绿色矿区、美

丽矿区。

加快建立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关键

在领导干部，在 “关键少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思想、法律、组织、作风上

全面发力，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不断完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成为一项重

要的制度性安排；中央环保督察、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河 （湖、湾、林）长等制度相继实施，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持续推进，不仅保证了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全面实现，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也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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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风。

加快建立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制度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

文明制度的 ‘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坚

持从实际出发，标本兼治、攻坚克难，增强党政领导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

快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

制，开展重大项目科技攻关，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加快建立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要加

快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形成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 －川滇、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
带、南方丘陵山地带、近岸近海生态区及大江大河重要水系为骨架，以其他重点生态

功能区为支撑，以禁止开发区域为重要组成的生态安全格局。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

程。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提高沙区、草原植被覆盖率。加强国家公园建设，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保护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加快水利工

程建设，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健全灾害预警和防治系统，减少各种自然灾害对人民

生命财产造成损失。

“六项原则”与 “八个坚持”存在内容的一致性。以下按 “八个坚持”的顺序

一并加以介绍。一是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这就揭示了生态与文明之间的内在联

系，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邃历史观。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与伟大复兴的根本保

证。二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自然观。

人与自然是共生关系，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

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这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三是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回答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绿色发展

观。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要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四是良好生态环境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指向，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基本民生观。要坚持绿色惠民、生态利民、绿色富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

康的紧迫环境问题，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五是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要统筹兼顾、分类施策、多措并

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六是用最严

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机制，充分体现了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严密法治观。要加快制度体系创新，构建产权清晰、激励约束

并重、系统完整、多元参与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强化制度的贯彻执行，让制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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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七是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回答了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主体，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民行动

观。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和行

为准则，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的自觉行动。八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回

答了国际话语权问题，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共赢观。面对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必须同舟共济、共同努力，构筑尊崇

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的解决方案，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五大任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包括 “五个要”：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

系，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要有效防

范生态环境风险，要提高环境治理水平 （新华社，２０１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
施了大气、水、土壤污染 “三大行动计划”，向污染宣战的力度之大，效果之显著，

前所未有。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以空气质量改善为刚性要求，以消除重污染天气，

还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确保饮用水安全，基本消

灭城市黑臭水体，还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开展土壤污染调查和修复，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为农民群众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这些任务更多的是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形势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的要求。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

总体上，“五大体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体，“六大原则”／“八个坚
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五大任务”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施重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五个组成部分，也有其紧密的内在逻辑：以生态价值观念

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是魂，是生态文明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以产业

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是命脉；

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的

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是分工，体现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进而推动生态文明社会逐步培育、发展和日趋完善；以生态系统

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

年大计、根本大计，是目标。从而为我们指明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体系，提供

了基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方位、绿色化的转型之路，也从

根本上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提供了

理论基石。

“六大原则”／“八个坚持”的内在联系体现在，生态兴则文明兴，将生态作为
文明的形态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也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极端重要性；以 “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本质要求；以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为处理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基本内核；以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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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祉”为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需求的宗旨要义；以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

命共同体”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方法论，以自觉运用系统工程思路和生态学原理，

协调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回答了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主体；以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彰显大国担

当，以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建生态

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

综上所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含 “五大体系”、“六大原则”／“八个坚持”
和 “五大任务”，可以简称为５＋６／８＋５框架体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框架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 “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 （孙金龙，

２０２２），要求落实党政主体责任，健全监督机制，强化考核问责，严格责任追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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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快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健全保障举措，增强系统性和完整性，大幅提升治理能力，以取得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全面胜利。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不断丰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这是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也是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

实践逻辑的基本遵循。

从 “五位一体”到 “五个一”，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益发重要。习近平总

书记在历次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中多次提及 “五位一体”，深刻揭示了党对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的全新认知，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和实践奋斗方向。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

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在经济建设方面，坚持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效率、质量与动力变革，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政治

建设方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动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将人民当家

作主全面落实到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在文化建设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坚定文化自信；在社会建设方面，在持续推进发展中保障、改善民生，补齐民生

短板，全面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求全面贯彻落实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２０１９
年全国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在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

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是其

中之一。这 “五个一”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体现了生态文明

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

（孙金龙，２０２２）。
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框架。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成

为国际热点和博弈焦点。一些西方国家对进口产品提出 “碳足迹”要求，“碳中和”

成为各国的政策导向和价值取向。我们要坚持当前长远兼顾、局部全局统筹。一是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

增加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碳汇等手段，有效控制能源、工业、农牧业和服务业等

领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二是提高适应能力。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应对

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能力，加强监测、预警和预防，提高农业、林业、水资源等重点

领域和生态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三是推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进行碳达峰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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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建设１００个低碳发展试点。扎实推进低碳省区、城市、城镇、产业园区、社区试
点，努力建设低碳型社会；在碳市场试点基础上，切实推进全国碳市场的发展，降低

降碳成本。四是参与国际谈判。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

原则，积极引领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新

格局。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特点以及需要处理的若干关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学说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

新时代的科学发展观、绿色发展观，以其内在逻辑和理念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在世界

范围、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强烈共鸣，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

和独特标志。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特点

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自然观、生态政治观、生态权益观的

时代发展和本土化；来自中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践，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国际

影响。

首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要求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马

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①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在不断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发展起来；

自然既给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物质，也提供了呼吸的氧气和清洁的水源，还能

消纳废弃物。人类起源后的较长时间内对自然充满了敬畏，各地的图腾就是佐证。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展现了唯物史观的生态视

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历史观 （新华社，２０１８）。
其次，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体现了社会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生产劳动使人们

以一定方式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恩格斯在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写

道，“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

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

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

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②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的 “人与

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 （戴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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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第１４７—１４９页。



周宏春，２０２２）。
再次，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强调自然资源是大自然的馈赠，理应为全人类所

共有和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① 揭示出了自然

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自然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自然生产力转化为社会生产

力、生态环境效益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的内在机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发

展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② 彰显了马

克思主义立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的生态价值观。

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学说，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极具实践性和哲学思想性，

为人类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提出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２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结合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天人合一”的思想，

又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

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５０００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
（潘岳，２００６）。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含着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唐代孔颖达注

疏 《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 “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意为

改造自然，创造物质文明； “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创造精神文明。儒家主张

“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

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道家，强调以尊重自然为人的最高准则；“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达到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崇高境界。《逸周书》

上说 “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 （潘岳，２００６）。不登斧斤，是因为春天树
木刚发芽，不能砍伐。《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而 “殷之法，弃灰

于公道者，断其手”，表明不爱护环境行为将受到处罚。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含了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大量典籍。“生态

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树立生态观念、改善生态环

境、维护生态安全，正是传承了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中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

的思想。在各地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希望群众的生活像 “芝麻开花节节高”，是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经典概括；而在国际会议上经常提及的 “美美与共”，更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５１

周宏春　戴铁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内涵及其内在逻辑

①

②

《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ｈｔｔｐ：／／ｔｈｅｏ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０６０８／ｃ４０５３１－２９３２７２１０ｈｔｍｌ？
ｉｖｋ＿ｓａ＝１０２５８８３ｉ［２０２２－８－１０］。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ｐｉｎｇｌｕｎ／ｎ／２０１４／１１０７／ｃ７８７７９－
２５９９２１３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８－１０］。



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由习近平同志创立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全部观点、科学论

断、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所构成；习近平同志贴近群众的独特语言，充满吸引力、感

染力、感召力，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让人听得进、记得

住、传得开、用得上，入心入神、触及心灵，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强烈忧患意识和高度责任感、历史使命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解决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

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结出了累累硕

果。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理念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坚持良好生态环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更好

的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塞罕坝、浙江安吉等实践

范例逐步形成。自然资源管理、国家公园体制等逐步建立起了现代化的体制机制；系

统治理观念揭示了自然要素的内在联系；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步成为全社会

的自觉行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价值理念。建设绿色家园是

人类共同梦想，面对生态环境挑战，倡导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多边主义，深度

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切实履行国际环境公约义务，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

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作出了中国贡献。２０１３年，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会议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２０１６年，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发布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２０１７年，
发布了 《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评估报告》，塞罕坝林场获联合国 “地球卫士奖”（孙

金龙，２０２２）。这些都说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世界性和开放性。２０１９年，第
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认为中国治理污染河道的成功

经验和北京大气污染治理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城市提供了范例和可借鉴的经验。

（二）认识和准确把握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若干理念关系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包含了若干理念，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

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认清并准确把握这些理念及其相互关系，对

于科学准确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通俗的语言回答了 “要环保”与 “要温饱”的关系，

阐述了发展和保护的对立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

理念，自然生态是有价值的，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 “绿

水青山”具有价值，是 “金山银山”；① 我们必须保护、守护绿水青山、留下绿水青

山，没有绿水青山就不会有金山银山；在不同发展阶段，“山”还是那座山，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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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价值随着发展阶段而不断变化。在欠发达阶段，人们为生存 “砍柴烧”。“留得

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反映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

践中，要立足当前，着眼于长远；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是互相转化的。“金山银山”是发展、是财富，也是 ＧＤＰ；核心是采用
集约高效、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环境容量和生态要素，以体现保护

“绿水青山”就是做大 “金山银山”、破坏 “绿水青山”就是损耗 “金山银山”的价

值观和政绩观。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要坚持系统观念。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１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的说明中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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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生动地

阐述了自然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

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就容易顾此失彼，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衡或

破坏。只有对 “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和修复，对自然空间用途进行统一管

制，才能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否则会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在２０１７年７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３７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国家公园体制时
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迟诚，２０２１），深化了对生态系统复
杂性的认识。人类生存的系统是一个复合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每个系统既有

自身的运行规律，又受外界要素的影响；只有当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相对平衡，才能

持续、良性循环下去。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揭示了人类应具备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生

态自觉和人生态度。生态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

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极大地改进了社会生产技术水

平，拓展了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空间，增强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此

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中以 “美索不达米亚、

希腊、小亚细亚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得到耕地而毁灭森林”，“阿尔卑斯山的意

大利人”把 “树林砍光用尽”等事例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

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① 与此不同，习

近平总书记以塞罕坝、浙江安吉等成功经验引导人们爱护自然、保护自然。人类的

生存、发展和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物质条

件。人类在从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

事，合理利用自然界物质，而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寻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７１

周宏春　戴铁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内涵及其内在逻辑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第２３７—２３９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人们应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只有

凝聚共识，携手协力，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才能达到顺利的彼岸。无论哪个国家

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都将进入大气层，产生温室效应；随着温室气体的不断

积累，地球生态系统将受到严重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既不可能置身事外，也不可能独

善其身。世界各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时，只有形成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支

撑、共生共赢的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摆脱困境；只有以共生、共赢理念为指引，才

能有效解决全球气候变化这个现在与未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否则，试图在

相互割裂、各谋私利的条件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将导致不利结果。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核心要义是，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人

类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球合作，要求人类携手解决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各

种难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幸福。生态文明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有助于全球生态文明的建设 （戴铁军、周宏春，２０２２）。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为世界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邃思想、科学认识、生动实践，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产生和丰富而形成的智慧结晶，经

历了从个人的认识实践到全党全国的生态文明认知的嬗变过程，具有深厚的理论

基础和实践支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已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执行主任的埃里克·索尔海姆说，中国环境治理经验可帮助其他国家更好地解

决环境问题，而 “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高层领导对环境治理的坚定决心和整

体规划”。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是单纯就环境保护谈环境保护，而是集马克思主义哲

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立场、观点和基本方法于一体，具有理论创新性、论

断科学性、视野全局性、影响长久性、内涵系统性，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

生态化转向，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综合性学说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从中国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中产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又对世界其

他各国处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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